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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壹、前言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前身為日據時代的「臺北帝國大學」，創設於 1928
年，初設文政、理農二學部，採講座制度，學生數僅約 60 名，其後逐步擴充為文政、理、
醫、工、農等 5 個學部，學生數亦增加至 382 人。迨 1945 年(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我政
府接收該校，並於同年 11 月 15 日經改組後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將原有 5 個學部改
制為文、理、法、醫、工、農等 6 個學院及熱帶醫學研究所(後更名為公共衛生研究所)，
學生數則擴增至 585 名。其後復陸續於 76 年設立管理學院，82 年設立公共衛生學院，86
年成立電機學院(後於 89 年更名為電機資訊學院)，88 年原法學院更名為社會科學院、法
學院所屬法律學系改制為法律學院、夜間部與推廣教育中心併編為進修推廣部，91 年農
學院易名為生物資源暨農學院，92 年增設生命科學院。迄今本校已有文、理、社科、醫、
工、生農、管理、公衛、電資、法律、生科等 11 個學院，教務、學務、總務、財務、研
發、國際 6 處，秘書、會計、人事 3 室，進修推廣部、圖書館、計算機及資訊網路、環境
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出版、共同教育等 6 個一級行政或教學中心，以及人口與性別研究、
凝態科學研究、生物技術研究、生物多樣性研究等 4 個一級研究中心。以業務性質而言，
可略分為教學(11 個學院、3 個專業學院、54 個學系、103 個研究所、6 個學位學程、進
修推廣部及共同教育中心)、研究(4 個一級研究中心)、行政(6 處、3 室、1 館、3 中心)等
三大組織體系及附設機構。
經過 85 年的發展，本校學生數已由最初的 585 名，擴增至目前的 32,155 名，其中博
士班為 4,591 名(14.28%)，碩士班為 10,989 名(34.17%)，學士班為 16,575 名(51.55%)。在
教師人數方面，102 學年度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共 2,023 人，兼任教師 1,948 人；此外助
教人數為 135 人，職員則為 629 人，約用工作人員(含海研一號人員)778 人。整體而言，
規模領域完整，教師學生素質優異，均屬國內大學之最。
本校最重要的使命為教育與知識創新，培育國家優秀人才，領導社會轉型、促進人類
與環境永續發展，並依此勾勒出「亞洲頂尖、世界一流」大學之願景。本校於 95 年開始
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致力提升教學、研究、國際化，並展現優異成
果。本校於 2009 年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 95 名，榮登世界大學百大之列，2014 年前進
至 76 名。2014 年 QS 世界大學領域排名，本校有 10 個領域名列全球前 50 大，誠如 QS
研究總監斯沃特所說：「臺大已進入世界頂尖大學之列」。
本校擁有最優秀的師生及最豐厚的社會資源，面對全球化時代的高度競爭，唯有提升
格局，高瞻遠矚，才能走在前沿、走得更遠。未來將致力教學精進、學術卓越、放眼國際，
培育符合社會需求與國家發展的優秀人才，不僅具備紮實的核心能力與人文素養，更富有
國際競爭力。積極推動華人文化特色的開放式網路教學，使本校成為大東亞文化的教研平
台。鼓勵師生開創特色研究，進而實現校園創業，期能對社會進步與人類文明有所裨益，
為地球永續發展做出貢獻。全體師生以傳承、創新、超越、奉獻為信念，群策群力攜手共
進，讓本校邁向世界頂尖並不斷超越，成為一所偉大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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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整體校務發展規劃
臺灣大學自創校以來，向為青年學子嚮往之研究型綜合大學，憑藉自由學風及優異師
資，為國家作育英才無數。教育部於 95 年啟動第 1 期 5 年「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與頂尖研
究中心」計畫，為本校邁向國際頂尖大學提供了契機；第 2 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於
100 年公布，本校持續獲得經費挹注。全體師生齊心努力，在教學、研究及國際化均有亮
眼成果，為本校躍升國際學術重鎮打下根基。
本校的使命是「創新知識」、「培育人才」、「貢獻社會」與「創新創業」，校務發
展在秉持核心價值「敦品勵學、愛國愛人」的理念下，以教學精進、學術卓越、放眼國際
及社會關懷為未來發展方向。敦品即是「誠信」、「正直」；勵學即是「敬業」、「卓越」；
愛國即是「關懷」、「熱情」；愛人即是「包容」、「樂群」，並將這些價值融入學生生
活與學習之中。臺大，正是以這些核心價值作為教育的基本理念，培養社會菁英與與知識
創新人才，並能服務他人關懷社會，期為國家作出更多貢獻。
本校期成為一所世界頂尖的偉大大學(Great University)，提供師生一流學習與創新的
優質環境，培養社會領導菁英與知識創新研究人才，協助國家及世界經濟發展，解決人類
永續發展重大問題，成為推動社會前進力量，達到「世界頂尖、創新卓越」之大學願景。

一、New Initiatives：以創意創業為本校未來五年之開創主軸
(一)倡議背景與願景
近年來，層出不窮的科技創意與商業模式創新造成了全球產業整體性的典範轉
移，產業生態快速變遷之下，過去臺灣倚賴的成功方程式逐漸失靈，經濟成長
遭遇瓶頸，面臨了龐大的轉型壓力。另一方面，儘管臺灣整體產業與企業的規
模持續成長，但附加價值卻未見同步提升，創新的要求不敵高效率的執著，使
得產業因創新產生的盈利降低，這也間接造成長期薪資低迷的現象。
再回顧過去 10 年，企業上市的家數日漸萎縮，企業內部創投能量取代了原本
的創投，這使得原本成功率已不高的新創事業，更缺乏風險性資金與專業紀律
的導引，發展情勢更加嚴峻。值此關鍵時刻，臺灣產業肯定需要注入更多的創
新與創業的能量，方能開創未來之新氣象。
臺大一向執全臺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之牛耳，但研究績效導向的資源配置，也
使得產學發展與創業活動未受策略性的重視；同時，校內雖有相關產學發展機
制與創業教育資源，但有限與分散的資源，難以改變既有的生態條件。
因此，此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特將創意創業列為首要行動倡議，期能透過有效
的發展策略與資源配置，能夠整合校內外教研資源與校友網絡，建構臺大創意
創業園區，打造從學術研究、市場應用到發展新事業的有利環境，以整體提升
臺大師生的產學合作與創業動能，使創業成為臺大在亞洲大學圈的獨特競爭優
勢，甚至華人世界頂尖的創意創業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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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問題說明
誠如前述，儘管本校在產學合作機制與創業教育上多有著墨，然而，資源可能
較為分散，加上產學績效遠不如研究發表來得重要，而優質的學生亦無強烈的
創業動機，使得學校整體的師生創業風氣並不盛行。以下簡要說明：
1.產學需求存在顯著落差
(1)學術研究的產業攸關性日漸降低。
(2)教師績效評量獨尊學術產出，缺乏對產學成果的實質激勵。
2.跨界、跨領域互動場域不足
(1)跨領域知識交流溝通機會較少，難以激發知識碰撞整合產生的創意火花。
(2)產業界需求無法與學術界研發能量有效銜接。
3.創業相關資源不足且分散
(1)產業資源(研發、製造、商品化、投資等)無法有效與新創事業對接。
(2)校內創業相關資源的供應鏈缺乏整合機制。
4.師生創業動機不足、風氣不盛
(1)臺大學生畢業後投入創業的機會成本高，以致創業延續的不確定性高。
(2)教授創業仍存在不少制度與能力障礙，以致意願低落。

(三)未來五年發展策略重點與目標
為邁向前述成為「華人頂尖之創意創業引擎」之願景，本校將以成立能帶動全
校創意創新風氣與創業動能的專責組織為首要之務，以整合內外部資源，建立
能加速新創事業成長的完整環境為發展主軸，繼而構建臺大創業園區(NTU-X)
的運作架構與管理機制，匯聚校內與產業人脈資源，藉以優化產學合作相關機
制，以市場洞察及產業需求為拉力，將研究能力轉化為新創能量，產生良性網
絡效應與發展，達成打造臺大創意創業生態圈之里程碑。
在此一策略構想下，本倡議擬定 5 年中程發展計畫將包括以下 4 項策略目標：
1.完成校級創意創業研究中心的建置與運作常規；
2.完成相關創業投資資源的募集(天使基金與種子基金)與運作；
3.完成臺大創業加速器的建置與運作常規；
4.完成臺大創業園區(NTU-X)的運作架構與管理體系。

(四)發展策略及關鍵活動
為確保倡議目標得以實現，根據發展構想，若干項關鍵活動需要逐一展開。茲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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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創意創業中心：為整合校內創意創業活動社群，建構臺大創業的生態
圈，有必要成立一個校級的「臺大創意創業中心(以下簡稱創創中心)」
，使成
為臺大創業的服務平台。進一步言之，創創中心具有 4 種重要的功能(分別以
4 個 I 表示，如上圖所示)：
(1)行動倡議(Initiation)：透過校內外創業社群的凝聚活動，發展有利於創業
的倡議行動；
(2)創業培育(Incubation)：透過多元創新與創業學習及培育機制，激發師生創
業熱情與動能；
(3)創業資源整合(Integration)：透過有效機制、整合校園內外創業關鍵資源，
以成為師生創業諮詢的服務窗口；
(4)體制優化(Institutionalization)：排除制度障礙、強化有利產學發展、降低產
學落差的創業生態環境。
2.強化臺大創聯會組織與定位
(1)臺大創聯會係臺大創業校友組成，以協成母校創業活動為共同目標的非營
利組織；每年固定舉辦多次「NTU Startup Day」
、
「創業媒合會」
、
「創業沙
龍」等活動。
(2)未來應進一步將臺大創聯會公司化，並成為臺大創意創業研究中心的活動
執行主力，兩者構成孿生組織，以發展建構臺大創業園區與生態發展為核
心任務。
(3)創聯會初步編制 6-8 人，包括執行長、2 位副執行長、2 位經理分別掌理
育成發展、活動企劃、與資源整合工作，另有 3 名專員；所有人員再以不
支薪的方式，分別擔任創創中心相對應工作；爾後再視業務發展需要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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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臺大創業天使投資基金：針對選入創業加速器的創業團隊，提供資金與
外部資源的密集輔導(細節需另行規劃)，基金規模預定為 2,000 萬美金，2.5%
為管理費，1/2 提供創聯會運作之需，1/2 則為基金管理公司運營之用。
4.成立早期種子基金
(1)針對選入臺大車庫的創業團隊，提供初期發展所需資源(約新臺幣 50 萬)；
(2)種子基金規模預定新臺幣 1.5 億，1%為基金管理費，交由創聯會執行運用；
(3)種子基金對所投資團隊/公司的後續增資的優先投資權利，需與天使基金
的相關規劃對接。
5.舉辦創業星光大道活動：每年舉行全校規模之創業競賽活動，激發全校創業
動能，實踐創業行動。獲勝創業隊伍進入創業加速器，接受密集創業輔導，
與天使基金優先投資機會。

6.成立臺大創業加速器：針對創業星光大道獲勝團隊，提供密集的創業輔導，
以加速新事業的起飛。加速器由創創中心政策指導、創聯會實際運營，以充
分連結內外部資源。
7.創業社群 X-Party：以固定時間、常態性的創業社群聚會，分享跨領域知識、
創造興業機會、凝聚社群意識。由創創中心/創聯會籌劃與執行，以擴大臺大
創業生態圈相關人員的參與為目標。
8.國外創業成長計畫：連結國外相關的創業育成或天使組織(如 SVA 或 Sirus)，
協助潛力創業團隊開拓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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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構 EMBA/校友業師社群：與管理學院合作，廣泛結合臺大 EMBA 與創業
校友社群，引進擔任臺大車庫與創業加速器的業師，以及基金投資來源。
10.跨領域創業研究社群：針對臺大創業園區與生態的發展，建立跨領域的創
業研究社群。
結合以上所有關鍵活動，以及現有的創意創業學程、產學合作中心、臺大創新
育成中心、臺大車庫的相關活動，構成本倡議的策略活動系統圖(如上頁圖)。

二、提升教學品質之策略
為因應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各種多元需求，並培育卓越人才，將推動各項課
程改革，延伸各項課程之廣度與深度，提升教學之硬體設施，並根據各項評鑑之回
饋機制，強化本校教學及服務品質，期使學生除展現更強大之學習成效外，亦能充
分發揮其創意，成為具備健全品格、堅實學問、社會關懷與全球視野的社會中堅及
領導人才，終而增進國家與人類福祉。

為此，本校於提升教學品質方面，將積極以「創新課程深化、展現教學成效」
為導向，推動相關措施如下：
(一)進行課程深化精進與重整：以「學科認證減免」、「強化基本能力」、「推動
課程深化」、「運用教學科技」等四大宗旨，建置開放式課程，導入高中先修

7

【貳、整體校務發展規劃】

與認證、開設深碗/總整/共授課程、引進新型態翻轉教室教學模式、減少畢業
與必修學分等，以改善傳統課程結構，強化學生學習深度。
(二)提供多元自主學習平台：積極推動 OCW 和 MOOCs 等數位課程計畫，建置完
善數位學習平台和網路資源，鼓勵學生組成自主學習小組，建置無所不在的學
習環境。
(三)進行以學習成效為導向之評鑑變革：進行課程評鑑題目的修正及相關施測研究，
使其更能真實反應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與付出，並具體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效。
另改善「教學傑出獎」教師遴選制度，以擴大激勵效果。
(四)強化研究生學用合一及國際競爭力：將在研究生招生、教學及畢業各面向加強
有關英文能力條件及教學，並強化與產學多元發展需求之連結能力，以擴展其
國際視野及競爭力。
(五)培養社會所需之菁英人才：持續支援領導學程、創意創業學程、 NTU Garage 共
同工作空間，培養未來社會各領域領導及創業人才。另為強化學以致用之教學
模式，亦持續推動中華工程人才培育計畫及未來教師 (Future faculty) 培訓計
畫，以協助學生為未來職涯發展預作準備。
(六)改善教學空間與教學設備：新建教學大樓，提供不同容量及多元化功能的教學
空間，以符合愈趨多元的教學需求。另改善 e 化教學設備，提供操作更為友善
與便捷的 e 化系統。
(七)打造兼具互動、移動和感動元素之 e 化學習環境：以學生學習成效為導向，積
極建置並更新現有各類與教學相關之資訊平台或系統，透過資訊科技，為本校
全體師生打造具一個兼具互動、移動和感動元素之 e 化學習環境。

三、重點發展研究
(一)具優勢突破之研究團隊
1.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
3.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
4.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5.新興物質與前瞻元件科技研究中心。
6.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
7.分子生醫影像研究中心。

(二)在地研究優勢
1.東亞儒學、民主、法治、華人心理學研究等，取得國際學術發言權。
2.臺灣新興能源與臺灣海洋資源利用與開發
3.臺灣氣候天氣災害與山區河川災害研究
4.前瞻光電技術
5.先進通訊-毫米波技術
6.基因體醫學(臺灣疾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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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急迫性研究主題
1.東亞儒學研究。
2.巨量資料的運用與商業模式。
3.新穎分子材料研究。
4.全球氣候變遷，探討永續發展。
5.尋求高效益的熱電材料及高容量的儲能電池。
6.能源與減碳永續發展：地熱、綠色電能，建置綠色與環保之製程。
7.生質能源(或其他替代能源)，各國持續投注研究經費於開發替代能源上。
8.高齡化照護及遠距醫療照護：建構新的醫療照護資訊系統及相關產業鏈。

四、提升研究水準之策略
(一)提升研發能量，強化國際學術界影響力與能見度：整合研究資源，培育傑出年
輕學者，發展優勢重點拔尖領域，推動前瞻領航研究，參與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追求學術卓越，躍昇國際學術重鎮。

(二)強化研發成果運用，協助產業及社會發展：為提升產業技術、促進經濟發展、
建構永續社會，以產學合作策略與具體措施，強化產學、專利、技轉與創新，
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提升產學合作鏈結與能量、優化專利品質、擴大智慧
財產衍生金額、鼓勵並協助發展校園衍生新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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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事務方面
(一)積極建立學生核心價值，加強品德教育
推動各院辦理利他關懷獎及辦理臺大學生社會貢獻獎，以深化品德教育，表揚
有利他行為與關懷精神的學生。以多元導師生互動方案落實導師制度，獎勵優
良導師，強化導師功能。加強教學助理培訓，持續推動服務學習課程。縮短產
學落差，促進學用合一，啟動臺大實習計畫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ternship
Program, NTUIP，邀請企業支持實習，鼓勵同學參與實習。推動中繼課程，讓
學生從個人成長、領導人才培育等專案課程中，尋求自我認同，建立信心，培
養學生核心能力，於學校銜接至社會時，能發展其適性適才的生涯。

(二)關懷扶助弱勢學生
提供各類獎助學金、生活輔導措施等，以協助所有進入到臺大的學生，無論是
經濟弱勢、身心障礙、僑生及原住民族學生等，均能安心求學，發展潛能。舉
凡規劃設置 Financial Aid Office、修改希望助學金擴大補助對象與金額、友善
餐點計畫、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輔導服務、繁星計畫學生輔導方案―
新生家長日暨迎新活動、孤星專案、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等，期讓有需
求的學生都能獲得學校的關懷與照顧。

(三)型塑優質校園文化，豐富學生多元的生活學習經驗
透過不同主軸的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加強學生社團負責人間的橫向交流、提升
社團活動品質；以「合作、負責、實踐與傳承」為核心價值，籌辦系列社團幹
部培力課程。舉辦多元創新的宿舍活動，提供同學形成興趣團體和學習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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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豐富同學的住宿生活。由學生團隊籌劃各類藝文活動，如藝術季、師生
金石書畫聯展、光合作用、藝言難盡等，營造多元文化的校園環境；另提供學
生參與學校行政事務及與自身權益事項的機會，建構良性互動關係，培養學生
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與態度。

(四)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
主動發掘有需求的學生，創新心理衛生宣導方式，以及設計多元的心理衛生活
動，讓臺大的學生能更自然親近並接受諮商輔導，並建構全面的心理衛生(自
殺自傷防治網)防護網。此外，積極促進教職員工生的身心健康，設立宿舍餐
廳有機蔬食區，提升餐食品質管理及貫徹綠色校園計畫，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
環境。而為滿足學生之住宿需求，計劃新建可提供 4000 床位的學生宿舍，讓
學生能安心就學。

(五)推動校園國際化
辦理全球集思論壇，建立以臺大品牌主辦國際學生論壇之典範；獎勵社團海外
參訪研習，與大陸姊妹校暑期交流；舉辦僑陸、外籍生接待與宿舍跨文化活動，
增進本地生與國際學生的交流，促進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與尊重。並於學生第
二活動中心設置 Global Lounge，建立多元融入的校園環境、培養學生的國際
觀。另經由玉山計劃，提供臺、港、澳三地大學生暑期境外實習機會，透過實
習工作和參訪活動結合，以增廣學生的學習視野、加強國際人才培育。

六、基礎建設與軟硬體環境方面
1.建構優質研究教學基礎環境，打造綠色環保節能的永續校園。
2.改善校園活動空間，加強校園生活服務多元化及服務品質。
3.改善校園各項公共基礎建設，打造無障礙空間，強化校園安全。
4.改善圖書資訊基礎建設。
5.整修更新老舊建築。
6.興建全校實驗動物研究中心、卓越研究大樓、卓越聯合中心、教師宿舍，並進行
教學大樓二期新建工程。
7.促成教師互動，進行跨領域合作並充實核心實驗室貴重儀器。

七、推動國際化
1.以流程再造、人員培訓、評量成效、申請認證，提高施政與服務品質。
2.透過策略結盟、重點布局，創新策略合作計畫。
3.於學術及行政之軟硬體，導入國際化精神，提升本校校園國際化。
4.集成校內資源，於全球極大化臺大意象，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
5.加強夥伴關係、創新合作模式，賡續拓展師生多元交流合作機會。
6.增強合作對象、課程質量、招生管道，持續擴大招收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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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效率及永續的經營管理
本校校務治理與經營，在透過教學、研究軟硬體之改善，以學術研究回饋社會，
彰顯「教育卓越」
、
「研究卓越」
、
「社會關懷」之特色，積極推動國際化，致力拓展
與國際頂尖大學合作交流，提高本校國際能見度。此外，強化學校組織架構，健全
人事法規，提升行政效能，校務基金開源節流等，均為本校持續努力的目標。近年
來更致力行政 e 化、公文電子化、行政品質評鑑、服務品質躍昇等各項精進措施；
透過校務建言平台，隨時掌握脈動，實踐行政革新，期使校務益臻完善。
在校園維護上，臺大校園不僅是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的場所，也是提供師生
生活、思考、成長的地方，更是國家社會的寶貴資產。近年來本校推動各項事務，
莫不以永續校園概念為中心準則，如：水電管理及節能措施、維護校園生態與人文
環境等；目前推動綠色能源、校園環境監控、人文歷史活化與保存、資訊科技整合
等，讓師生同仁在校園生活裡親身體驗並實踐這珍貴的文化價值。以「環保與永續」
及「健康與安全」為目標，不僅滿足當前師生的需求，更讓後代的人能與我們享有
同樣的校園環境，一步一腳印為臺大永續校園貢獻心力。
在校務長期發展規劃方面，在資源開發上積極努力：(1)在總務處設立「經營管
理組」
，開發校園潛在資源及發揮既有設施效能；(2)利用 BOT、貸款、募款等機制，
活化校產使用；(3)推動建設經費分擔制度，如校友募款興建館舍等；(4)設立財務
管理處，辦理校務基金資金調度，建立永續基金制度，從事長期投資；(5)設立「臺
大開放式創新平台」加強產學合作的規模與層次以及提升臺大師生的創新與思考能
力。此外，臺大校友遍布全球，未來將參考國外頂尖大學作法，加強校友向心力，
建立更有效的校友聯繫網路及募款機制，借助校友力量支援學校永續經營。
臺灣大學是臺灣社會的資產，在社會轉型中扮演關鍵角色。未來將在教學上培
育更多兼備人文與科學素養且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在學術研究上更卓越精進，在
視野上更宏觀、前瞻及全球化，承擔國家社會賦予的責任與使命，發揚貢獻這個大
學于宇宙的精神，讓新世紀的臺灣在世界舞台上更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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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教務處之下設有註冊組、課務組、研究生教務組、資訊組等 4 組，以及教
學發展中心與招生辦公室。原隸屬於教務處之師資培育中心因業務性質偏向教學單
位，自 103 學年度起，改隸本校共同教育中心。另為因應推動不同校區教務之需要，
本校原設有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教務分處、醫學院教務分處等 2 單位，其
中社科院於 103 年 8 月遷回校總區，自 103 學年度起，所屬業務併入校總區教務處，
該分處正式裁撤。
本校教務處所屬各單位之功能，概如下列：
(一)註冊組：辦理學士班各類招生、註冊、學籍、選課、成績、轉系、輔系、雙主
修、畢業資格審查及各項證件製發等業務。
(二)課務組：辦理轉學生招生、全校課程編排、教師授課時數調查、課程評鑑、教
學優良教師遴選、暑期班、學士班必修科目建置、學分抵免審核、學分學程設
置之管理、基礎學科認證等業務。
(三)研究生教務組：辦理碩、博士班各類招生、註冊、學籍、選課、成績、轉所、
畢業資格審查、學生出國進修或開會申請及各項證件製發等業務。
(四)資訊組：辦理本校教務處電腦資料管理、課程資料彙整、電腦選課、證件列印
管理、各項服務應用系統之開發及招生業務電腦作業等業務。
(五)教學發展中心：負責規劃與執行教師及教學助理專業成長活動；研發數位教學
系統與學習科技，建置並維護教學資源網站；規劃辦理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之各
項活動，提供學生學習諮詢服務；研究規劃本校提升教學品質之策略等業務。
(六)招生辦公室：協助本校各項招生作業之外，另配合本校政策與本校結盟之大學
聯合辦理海外高中推薦入學之招生相關作業與海外招生宣傳事務。
本校教務處業務推動之總體目標，在於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自 95 年度起，
本校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透過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及學術領域全面提
升計畫，期望建立卓越教學環境，經由優質學習，達致學習成效；並發揮各學院特
色，共同朝向均衡、創新跨領域的方向經營，以引領全臺高教並成就世界人才。

二、現況說明
教務業務隨著本校規模之擴大而日趨龐雜。自本校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經費之補助後，不僅改善教學環境，亦大幅提升教學品質。茲就其中犖犖大者概
述如下：

(一)改善教學環境
為改善本校長期以來教學空間不足之情況，教學大樓第 1 期新建工程於 9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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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開工，99 年 12 月完工。該建築為地上 5 層、地下 1 層之 RC 結構大樓，
室內使用面積 2,896.74 坪，增加大型教室 7 間、小型討論室 21 間，4 樓部分空
間及 5 樓提供教學發展中心、統計教學、寫作教學、生命教育及共同教育中心
使用。該大樓於 100 年 2 月 21 日正式啟用，使用狀況良好，亦獲綠建築標章，
並正式命名為博雅教學館。
另針對校屬教學館空間需求，配合各類教學模式，賡續規劃教學大樓第 2 期新
建工程，經校園規劃小組、校務發展委員會研討規劃後，以拆除綜合教學館，
於原地新建國際型 600 人講堂 1 間、各類型教室 19 間，並設置師生學習開放空
間 1 處。另針對圖書館藏書空間不足，於地下 2 樓，設置可藏書 120 萬冊之高
密度自動化書庫，以滿足本校演講、教學、研討及藏書之需求。已於 104 年 4
月動工，預定於 106 年 9 月完工。
除新建教學大樓外，本校亦陸續完成新生、共同、普通教學館之整修及 e 化教
學設備之建置，並補助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其他單位進行教學所需設施
及空間改善，如多媒體製作中心數位化電視攝影棚之建置、第一學生活動中心
大禮堂及文學院演講廳之整修及部分院、系、所教學空間、設備及設施之改善，
對於教學品質之提升極具助益。

(二)教學發展中心業務之推廣
為整合校內資源，提升教學品質，以培養優秀人才，本校教務處於 95 年 5 月成
立教學發展中心，近期業務重點簡述如下：
1.教師發展組
(1)教師專業成長：辦理教師研習活動、教師諮詢觀摩，透過傑出教師經驗分
享及工作坊形式經營教師社群，增進教師同儕交流機會。
(2)教學助理 (Teaching Assistant，簡稱 TA) 品管制度：辦理教學助理多元進
修方案，鼓勵教學助理自主學習，持續推動 TA 諮詢員 (TA Pilot) 教學諮
詢服務，提升討論教學助理帶領成效，辦理教學助理評鑑與獎勵。
(3)精進教學效能：推動教師 ISW 專班，舉辦創新教學成果展，提升教師教學
知能。
2.教學科技組
(1)CEIBA 數位課程管理平台：製作操作教學影片，提升系統操作友善度。
(2)臺大演講網：提升演講錄製品質、典藏多元化影片。
(3)OCW 開放式課程：標準化課程拍攝後製與講義智財處理流程。
(4)Faculty+：提升教師自行製作數位教材和使用教學科技工具的能力。
(5)臺大 YouTube EDU 頻道：建置數位內容知識導向的教學示範影片、與校園
數位學習裝置相互匯流。
(6) U-learning (優學空間)：建置創新數位學習環境，引導學生透過更多元的管
道參與學習。
3.學習促進組
(1)主動學習計畫：進行設定學生個人學習目標與計畫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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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讀書小組計畫：提供多元方式鼓勵學生組成讀書會，進行協同學習。
(3)學習諮詢服務：新增線上題庫教學影片，以利學生線上自學。
(4)研究生精進計畫 (Future Faculty Program)：協助研究所學生為未來學術職涯
發展預作準備，舉辦相關演講、工作坊。
4.規劃研究組
(1)課程精進推動 : 以教師個人、教學小組、學系、跨學系與學院為單位，推
動總整課程、總整課程模組、以及跨領域專長課程模組之建置與精進。期
建立臺大成功範例，亦擴大推廣北二區夥伴學校，促進各校交流。
(2)學習經驗問卷研究 : 執行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習經驗問卷調查與分析，成果
提供學校與各教學單位做為課程精進與教學提升之參考。
(3)教與學政策規劃：視教務需要，繼續執行教與學制度之檢討與規劃，並徵
求主題式教學改進研究計畫。
5.創新教學組：整合專業人力，提升數位課程專業品質，以高品質影視、教學設
計與成效評量、數位技術及創意開發等三個發展重點，將本校優質課程輸出，
提高國際學術能見度。

(三)多媒體製作中心業務之推展
95 年本中心成立，為整合臺大校內影音教學需求，提昇多媒體教學與研究品質，
培養影音創意人才，促進產學合作與交流等，將原本隸屬於共同教育委員會之
「廣電媒體中心」並更名為「多媒體製作中心」。
「多媒體製作中心」屬校級之功能性單位，負責臺大多媒體教育與執行多媒體
新聞創作等任務。「多媒體製作中心」成立最主要目的為整合校內傳播資源，
與臺大各教學單位齊心發展多媒體教學，以拓展臺大數位教學之發展前景。
除此之外，「多媒體製作中心」本身亦為教育單位，結合臺大新聞所進行多媒
體新聞創作。「多媒體製作中心」引進數位傳播科技的觀念與技術，也鼓勵學
生使用多媒體技能關心公共事務。目前多媒體中心亦發展獨立媒體「臺大新聞 e
論壇」，期許提升學生的寫作、攝影、多媒體創作等能力。
多媒體中心之任務包括：
1.整合跨院系所與中心之教學需求，建置數位化攝影棚供校內各單位教學使用，
以追求卓越領先之教學成效。
2.提供校內研究使用，以提昇研究品質。
3.發展數位時代之多媒體傳播模式，建構本校多媒體平台與傳播機制。
4.提供校內社團發展影音創意之平台。
5.結合產學合作，打造數位創作環境。

(四)語文教學之改善
1.國文教學部分
(1)以邁頂計畫挹注經費增聘兼任教師，降低班級人數；舉辦輔助教學演講、
開設蒙、滿、藏、閩、客等語言課程，開拓學生學習視野；舉辦「學習成
果展演活動」，提供學生發揮所學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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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架設「大學國文網站」與「臺大經典閱讀網站」，培養全校學生之閱讀風
氣，並藉由線上觀摩其他學生作業及教學助理的「評語回應」，修正其寫
作技巧，進而改善表達能力。
(3)實施語文能力檢定，進行分級教學，藉由檢測鑑別僑生、國際學生之語文
程度，據此編班以利編排適合學生程度之課程。
(4)規劃 3-5 班大學國文寫作課程，並進行小型短論文至長論文、應用或技術、
科普、新聞寫作等多元體裁，學期中亦安排相關專業領域專家講授寫作技
巧，實質提升寫作能力。
2.外語教學部分
(1)持續改善視聽教育設施，強化數位「英語自學中心」之內容，增設教學軟
體及建置外語學習網站等面向努力。
(2)實施大一英文免修及輔導班制度，使各班學生程度接近，提升教學品質。
本校亦擬積極增加語文課程的種類，以至少開設 11 種歐洲語系、9 種亞洲
語系及 5 種東南亞語系課程為目標。
(3)為提升研究生之英語能力，建置研究生線上英語教學系統；為提供大一英
文免修者提升英語的管道，開設「高階英語」線上課程，並開辦「English
Corner」口語訓練活動，促進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之語言與文化交流。
(4)為提升本校研究生學術論文之寫作能力，本校於 97 年 4 月 7 日成立「寫作
教學中心」，並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該中心之業務推展。該中心
主要任務為規劃及開設中、英文學術寫作與口語表達系列課程；編寫中、
英文學術寫作教材；研發中、英文寫作評量辦法；舉辦寫作教學之講座及
工作坊；協助本校各專業領域中、英文寫作與口語表達課程教學及相關活
動之舉辦；提供中、英文免費諮詢服務；每月發行電子報為校內師生寫作
交流平台。自 104-1 學期始支援大學部「基本能力課程」之開設，期培養
其分析、思辨能力，訓練寫作、表達技巧，以應用於日常生活，兼及生涯
規劃(如深造、求職等)，並於 105 年起辦理校際「三分鐘英語學術簡報競賽
(3MT)」，鼓勵研究生以深入淺出方式分享其學術研究成果。

(五)基礎科學教育之改善
本校教務處自 95 年度起，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微積分、普通物理、普
通化學、普通生物學、基礎社會學及基礎經濟學教學之改善計畫，補助項目包
括：增聘兼任教師及教學助理，進行教學軟硬體之改善、教材之研發或購置、
課程網及數位化學習平台之建置等。計畫執行以來，已大幅提升該類課程之教
學品質。未來因應高教政策的各項創新措施及需求，擬規劃以上基礎課程製作
為數位學習內容，進一步銜接高中至大學之學習，並協助師生線上教學之相關
知能養成，以維持本校教學的高品質及效率。
由於統計學亦為本校眾多領域所需之基礎課程，本校特於 96 年 5 月 2 日成立
「統
計教學中心」，並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該中心之業務推展，主要負責
規劃及推動提升初等統計課程教學品質，實行大班教學、小班實習，開設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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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電腦實習課程及通識教育課程「統計與生活」，並培訓教學助理協助課
程進行，另定期舉辦統計相關研討會及提供校內外人士統計諮詢服務。

(六)專業課程之改善
除補助基礎課程之改善外，自 95 年以來，本校每年自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中
提列 4,000 萬元，逐步進行專業課程教學品質之改善(以選課學生數多及服務性
強者優先補助)，惟自 103 年度起，該項預算逐年遞減，本校僅能提列過去預算
的一半，以維持教學品質現況，未來將研擬相關對策以持續支援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及教學助理之運作。

(七)基礎學科認證與先修課程
為讓基礎學科實力優異之大一新生有更多自由空間規劃修業年限、修習跨領域
或雙主修等課程，本校著手規劃讓大一新生可經認證考試後直接取得學分以安
排選修相關的進階課程或通識課程，實現大一新生自主多元學習之理想。
本校於 103 學年度起全面啟動基礎學科認證考試，通過認證考試之學生可直接
獲取學分。開放認證的基礎學科，包括大一英文、微積分、普通物理學、普通
化學、普通生物學及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等 6 科，未來期能擴展至其他領域。
為了幫助學生自學及了解認證考試範疇，本校教務處建置「基礎學科認證」入
口網站，提供認證相關辦法、各基礎學科之課程大綱與 OCW 教學影片，供學
生查詢及自學。另與高中端合作，輔導高中種子教師進行「翻轉教室」的教學，
引導學生深度討論、援引課本以外更多實例進行分析、從事操作性或合作性學
習活動、甚至直接進行作業的討論與實作。
除提供線上課程影片供學生自學，本校 104 年起亦辦理基礎學科實體先修課程，
開授微積分、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普通物理學、經濟學原理、與大一英文
等科目，如於每年 6 月前已申請進入本校之學生可利用 6-8 月之期間參與課程。
準大學生如通過先修課程，並在入學後申請學分抵免，不僅銜接高中至大學之
學習，進入大學後亦可更彈性地安排其他修課或學習活動。

(八)菁英學程之推動
本校為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最主要之示範性大學，在培養未來社會各領
域領導及創業人才應有創新作法，以獲得社會進一步認同。為此，本校爰於 97
年陸續設立領導學程及創意創業學程，並由邁頂計畫經費補助學程業務運作，
以培養國家所需領導人才及深富創意及創業能力之優秀知識分子。
領導學程除了領導學理知識的傳授與人文價值的訓練之外，並提供基本組織運
作之知識與實務，協助學生培養有系統之團隊領導與管理能力，以及服務與關
懷社會之領導人才之品德，避免學生只有理念而缺乏對實務運作之了解。創意
創業學程以整合臺灣創業資源與文化魅力，結合創新且具創意的構思，以此應
用在產品發展或生活品質與美學中，讓臺灣不再受限於製造代工的發展危機。
另外，更設立 NTU Garage 共同工作空間，整合並引入臺大校內外創業資源，
除提供創業團隊工作及交流空間，亦進行創業輔導、資金媒合以及營運管理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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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等資源，加速學生創意團隊轉變為創業組織的歷程，以提高成功創業的機會。
本校期望能培育出各行各業的領袖及創業者，使之成為未來社會之支柱。

(九)完整的教學助理制度
本校自 95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教學助理制度」，凡修課人數達到一定規模之
課程，授課教師得申請依人數比例配置教學助理。自 105 學年度起，本校每學
期配置之教學助理均在 600 人次以上。目前教學助理依課程需求，分為討論課
教學助理、實驗(實習)課教學助理、一般性教學助理、外文類教學助理及體育類
教學助理等五類。教學助理原則上由研究生擔任，並由教學發展中心負責教學
助理之講習、諮詢、評鑑、獎勵及申訴。透過教學助理的協助，授課教師可以
增進教學互動、提升教學成效，達到「大班授課、小班討論」的理想。同時，
擔任教學助理的經驗，也有助於研究生將來職涯發展。因此，教學助理制度對
老師、同學、以及教學助理三方面皆具有積極作用。

(十)賡續推動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強化評鑑之成效
本校為提升教學研究之品質與水準，並平衡整體與重點發展方向，早自 86 學年
度起，即制訂「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並依此辦法推動教學
研究單位自我評鑑，迄今各教學研究單位已陸續進入第 4 輪評鑑，而歷年各受
評單位評鑑委員會的意見，對於本校整體校務之推展，及各受評單位各面向品
質之提升，皆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以本校於 98 年接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來校進行系所評鑑為例，計有 194 個班制接受系所評鑑實地訪評，評
鑑結果計有 193 個班制通過認可，1 個受評單位列待觀察，通過比率高達 99.5
％，名列全國各大學校院之冠，具體展現本校實行本項評鑑制度之績效。
自 101 學年度起，為配合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本
校修改該辦法將各教學研究單位之評鑑週期由原先每隔 4 至 6 年受評 1 次
改為每 5 年受評 1 次，並增訂「校評鑑指導委員會」之組成、受評單位改善
成果之追蹤、評鑑相關資訊之建置、保存及公告方式、利害關係人參與評鑑作
業及意見表達管道等有關規定。該一自我評鑑機制業於 102 年通過教育部試辦
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第一階段審查，並依此機制繼續辦理教學研究單位
評鑑各項業務至今。其間，陸續針對學院級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實地訪評改
善追蹤機制、不同評鑑結果之後續處理方式……等面向進行修法，俾求運作機
制之完備。本校業於 106 年 1 月將現行自我評鑑機制認可後之運作結果，提
送該基金會申請第二階段評鑑結果認可，預計 106 年 6 月公布認可結果。
此外，本校每年辦理評鑑工作人員年度研習課程及說明會，以增進評鑑相關知
能、學習辦理評鑑實務技巧，並增進受評單位辦理國際評鑑專業知能及提升國
際視野。
教育部雖於 106 年 4 月公告不再強制各大專校院辦理系所評鑑，惟本校為確
保現行各單位教學與研究品質評鑑機制之運行及所授學位文憑獲國際採認，故
仍將持續辦理，並依規定定期將自辦評鑑結果送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認定，俾利校務評鑑之評核及認可結果之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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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提升教學意見調查為教學評鑑制度
本校於施行多年網路教學意見調查後，為健全教學評鑑制度及提升評鑑之成效，
於 96 年 6 月經教務會議通過，制訂「國立臺灣大學課程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
以負責研擬本校各種共通性教學意見調查問卷、審定各教學單位申請增列之教
學意見調查問卷題目、分析教學意見調查問卷之結果、其他與課程評鑑方式及
制度有關之事項。
在教學評鑑制度下所執行之學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課程評鑑值 (範圍為 1-5)
在 3.0 以下者，已從實施之初的 8.73% 降至 1%以下；課程評鑑值 4.0 以上者，
也從實施之初的 18.78% 提升至 85% 以上，顯示課程授課品質之學生滿意度有
大幅度之提升。除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外，本校教務處亦每學期進行期中教學意
見調查，以使教師能於學期中即有機會參考學生意見修正其教學策略與作法。

(十二)執行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制度
本校為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教學上的努力及貢獻，於 87 年 3 月制訂「國
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及獎勵辦法」，以做為遴選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
教師之依據。102 學年度起，前揭獎勵辦法之遴選過程由二階段修訂為三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為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依規定推薦教師人選；第二階段由學院
初選「教學優良獎」；第三階段由校方就各學院及共同教育中心提出之「教學
優良獎」得獎名單，決選出「教學傑出獎」得獎人；104 學年度起，訂定兼任優
良教師遴選辦法，並據以辦理兼任優良教師之遴選作業，以鼓勵兼任教師精進
教學。
各學年度依前揭辦法選出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若干名，獲獎教師除於教師
節由校長公開頒發獎牌表揚外，對專任教師並頒與獎金，每年並將所遴選出的
教學傑出教師教學事蹟編印「臺大教學傑出教師之故事」，俾能分享教學經驗，
擴大影響面。此一獎勵制度實施以來，極受全校師生重視，對於教學品質之提
升有相當大助益。

(十三)持續強化校級招生委員會功能
為因應近年來國內招生環境之改變，如何研擬有效可行的招生策略乃為各校當
務之急。本校招生委員會目前分為系所學位學程、學院及校級等三級招生委員
會，系所學位學程及學院招生委員會依其目標擬定實務作法，而校級招生委員
會應持續強化其功能，透過招生現況分析、整合校內外招生資源、推廣面試實
務技巧、辦理招生宣傳等方式研擬有效招生策略，協助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招
收更優質的學生，藉以培育國家社會優秀之棟樑。

(十四)教務行政 e 化
目前教務行政已經全面 e 化，近年來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配合等第制的推行，
本校教務處資訊組業已重新開發完成「等第制學生成績管理」系統以全面取代
舊有的百分制學生成績管理系統，同時也陸續建置完成「ePo 學生學習歷程檔」
和「tPo 教師教學歷程檔」系統，在協助學生學習和協助教師教學方面發揮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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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功能。在跨校資訊服務方面，完成臺灣大學系統線上校際選課及教務資訊
系統資源共享，包括共享 CEIBA 數位學習平台、課程教學意見調查、成績查詢
和學分學程等。在招生資訊系統方面，減紙更環保，本校學士班入學甄試和東
南亞海外高中推薦入學已完全電子化；碩博士班招生報名部分早已電子化，審
查部分近期內也將陸續納入以達完全電子化目標。

(十五)一元化櫃檯服務
本校為提升教務行政服務品質，推動學士班業務一元化櫃檯服務，學生辦理各
項業務，先抽取號碼牌，再依序至指定櫃檯辦理，大幅減少學生等待時間，實
施狀況良好順暢，反應相當正面，有效提升服務品質與行政效率。

(十六)配合南向政策招收海外學生
有鑑於東南亞與港澳地區與臺灣地理位置接近，為臺灣境外學生的主要生源地
區，自 105 學年起，除既有的僑生與外籍生入學管道外，本校首度辦理海外高
中推薦入學招生，由海外高中學校推薦優秀學生至本校就讀，並承繼此年度招
生經驗，以及配合政府推行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的「新南向政策」，
於 106 學年進一步擴大辦理此項招生，結合與本校聯盟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辦理之外，本校並擴增招生名額，同
時也開放海外高中學校推薦國際學位生報名，讓海外高中學校推薦學生時，在
填寫校系志願方面有更多的選擇與機會，海外學生可透過更多元的招生管道至
本校就讀，也使本校達到培育海外人才之目標。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本校教務業務推展至今，已有一較為完整之業務推動架構與配套作法，未來 5
年，將在此基礎上，針對各項業務隨時檢討並改進其作法，並聚焦在教學品質與成
效之提升，以達下列目標：
(一)創新課程深化，展現學習成效。
(二)持續改善全校各教學空間、教學設施及設備，以提供優良教學環境。
(三)持續檢討教務處主管業務之相關法規及制度，以符合師生及學校發展之需求。
(四)持續強化教務資訊服務，提供全校師生具互動、移動和感動元素之 e 化服務，
提高師生滿意度。

四、 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發展策略
為達到預期目標，本校教務處在業務推動方面採取以下策略：
1.改善課程結構、強化課程深度。
2.教學設施改善與教師成長精進並重。
3.配合學校政策及師生需求，檢討並改善教務法規與制度。
4.強化教務資訊系統，提供高品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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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方式
1.學科認證減免：持續辦理並全面推廣高中先修課程及基礎學科認證，讓基礎學
科實力優異之大一新生有更多時間進行深化學習。
2.強化基本能力：除透過新生專題、學分學程等，共教中心亦逐步調整通識教育
規劃，增開基本能力相關課程，培養學生基本能力及激發其創新創意能力。
3.強化課程委員會
(1)促使課程委員會更活化並反思課程結構：請各教學單位推舉熱心教師、同
仁以及學生代表參與課程委員會，每年檢討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
圖，並由課程委員會主導，擬定核心主軸，規劃深碗及共授課程。
(2)課程委員會運作及成效之自我檢核：有關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安排
與學習成效等事宜，因為其各院系所學位學程之重要業務項目，而系所課
程委員會扮演重要角色，本校已將該委員會之運作情形與業務成效，列為
每 5 年一度自我評鑑的評核指標成果之一，俾利各單位定期檢視並展現該
委員會功能。
4.全力推動深碗課程
(1)103-1 先開 4 門通識深碗課程，建立典範，持續推廣專業課程深碗化：教
務處與願意嘗試改變的系、所、學位學程合作，並提供相關學習協助，目
前可從系、所、學位學程課程精進專案方式著手，協助系、所、學位學程
建立奠基石(Cornerstone)、核心石(Keystone)、合頂石(Capstone) 的深碗課
程架構和內容再造機制。為使課程架構與教學改革之規劃更有效推行至系
所學位學程，將主推之重點主題與教學改進補助計畫結合，採邀請合作方
式以鼓勵系所學位學程與教師實行並達建置範例之目的。舉辦系所學位學
程 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ISW) 專班，協助教師熟悉有效教學模式。
(2)深碗化相關配套做法：教師方面，透過優先配置教學助理，鼓勵績優課程
優先深碗化，建立典範。同時，推動共授課程，鼓勵不同領域之多位教師
共同開授跨領域及創新整合式課程，在教與學的過程中不斷激發創意並獲
得成長與精進。該類課程並配合錄製線上課程，增加影響力。學生方面，
則透過宣導增加其修課誘因及意願。學院方面，則請其引導各系所學位學
程每年開設一門深碗課程及共授課程，期待每年課數倍增。
5.教學科技的變革
(1)線上課程及 MOOCs：目前已建置的 CEIBA、YouTube EDU、U-Learning、
臺大演講網、OCW、MOOCs (Coursera) 等，將以客製化方式，持續新增內
容，並與校園數位學習裝置匯流，加入行動學習機制。同時，將開發其他
平台，例如線上學習平台等，並在校園開放式空間提供數位學習內容，引
導學生透過更多元的管道參與學習，落實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目前的教
學工作坊及教學助理研習會，未來將逐步規劃線上與實體課程並行的方式，
提供線上自學管道，以節省人力成本。同時，針對學生學習諮詢需求度較
高的科目，整理題庫，錄製解題示範影片，以達「無處不能學習」的效益。
MOOCs 專案將發展 MOOCs 標準作業程序與規格，推動 SPO (Small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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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Course)以擴大校內實體課程使用的可能性，銜接翻轉教室教學概念。
隨著資源及人力挹注，將提升課程影視品質並深化各學科數位學習模式，
開發不同學科特色教學活動、開發線上學習評量，深化學科學習的目標。
本校並將積極鼓勵教師參與錄製，進軍華文線上課程。
(2)鼓勵教師全部或部分採用翻轉教室之新型上課模式：翻轉教室是一種新型
態的教學運作模式，將課堂講授的部分預先錄製為影片，當成作業讓學生
在課外觀看，而將有限的課堂時間用於練習、解惑或討論等教學互動，以
提升學習成效。未來將完成建構符合翻轉教室理念的軟硬體設施。
為鼓勵教師推行翻轉教室教學模式，本校舉辦教學工作坊，讓教師熟悉教
學影片拍攝、線上平台使用，以及引導討論技巧，並邀請教師開設翻轉式
課程，以作為教學典範，供學習觀摩。
因應創新教學之多元性，提升教師數位製作能力和教育科技工具使用能力，
提供 Faculty+資源和諮詢服務，讓教師可透過網路影音等學習資源，自行
選擇和製作相關教材，豐富教學內容。
(3)鼓勵學生探索自我、主動學習，並加強討論與群體學習：主動學習的學習
成效遠比被動聽講的效果來得好，故本校擬透過課程支持以及學習計畫，
促使學生能夠主動學習。
在課程支持方面，透過 OCW 製作修習認證與學分抵免課程，網站平台改
版後，新增方便學習者進行主動學習的新功能。此外 OCW 將提供 15 分鐘
以內的精選課程內容，配上英文翻譯，並在 YouTube EDU 頻道和Ｕ-Learning
優學空間提供 OCW 課程簡介影片。除 OCW 課程外，逐步引導學生利用
MOOCs 課程養成主動學習之習慣。
在學習計畫方面，希望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協同學習和提升學習能力之全
方位學習精神。宣導「主動學習者計畫」，鼓勵學生執行專案計畫，進行
跨領域學習，達到自我實踐，修習課外知識或技術。從做中學，累積經驗，
以銜接課程，開啟未來生涯發展的視野，也能帶動周遭學生，找到感興趣
的主題，進行獨立研究，或是發展有益社會的事業。此外，推動國際讀書
會計畫，鼓勵學生與本校或其他國內外系所學生共組學習社群，以提升學
生英語表達與團體合作能力，擴大國際視野，在人際交往與職涯發展等層
面，埋下跨國合作的種子。推動開放式課程學習社群，以類似讀書會的方
式共同修習 OCW 或 MOOCs 課程，以增進同儕協同學習風氣。另積極推行
未來教師學習計畫，舉辦學術職涯發展論壇，協助大學生和研究所學生強
化學習核心能力，為未來學術職涯發展預作準備。
6.改善教學空間與教學設施及設備
(1)興建教學大樓：正進行教學大樓第 2 期新建工程(原綜合教學館及綜合大禮
堂)，期徹底解決中型教室教學空間不足情況。102 年 10 月完成規劃設計，
104 年 4 月開工，將於 106 年 9 月完工，可增加 600 人講堂 1 間、中型教室
19 間，並設置學習開放空間 1 處。另針對圖書館藏書空間不足窘境，於地
下 2 樓，設置可藏書 120 萬冊之高密度自動化書庫，以滿足本校藏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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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設備與設施之改善：包括新生教學館結構補強、各教學館教學設備及
設施持續改善，並協助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教學設施及設備之改善。
7.教學成長精進
教學發展中心持續提供各項活動與服務，例如舉辦國內外學者講座、工作坊、
研習營，推動教師社群，派員出席教學相關國際會議，觀摩學習國際頂尖大
學課程與教學精進推廣策略、辦理教學發展中心專業發展研習課程專案、建
置網路與數位資源等，俾利教師、教學助理、學生能夠在教與學的過程中不
斷成長精進。
8.學習成效回饋與分析
為使教與學相關策略能夠更促進學生學習成效，教學發展中心將進行長期追
蹤學生學習特質、學習投入、學習適應和核心能力養成的問卷調查與分析。
在校學生問卷，除了實行多年的新生和畢業生調查外，將加入大三生的問卷
施測，針對學系專業課程學習經驗和核心能力養成情況進行了解，藉以作為
提升本校教學效能和教學服務改進之依據。同時，將每階段問卷填寫資料匯
入學生 ePo 中，期待逐步建立起多面向學生的學習歷程資料庫，日後系統能
自動進行教學成效回饋與分析的資料探勘(Data mining)。
9.改善教學評鑑制度
為使教學評鑑制度更能反映教師教學品質，教務處經多次會議討論，擬將問
卷的量化題數調降，增列學生質化意見的回饋，並進行問卷修訂施測研究，
依據修訂版問卷之信效度、學生填答結果與意見，以及受測課程之教師建議
回饋，將做為本校修訂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之重要參考，104 學年度全面
實施新版問卷，並依據師生之意見回饋，持續檢視調整問卷內容。另外鼓勵
教師使用 tPo 系統進行教學活動、服務、成果和成長的紀錄，並與教師的評
鑑、升等、獎勵、資源申請等結合。
10.實施學分學程評估
本校持續推動跨領域學分學程之開設，目前共設置 40 個學分學程。為確保學
分學程教學品質，103 學年起啟動學程重整及普查以強化教學品質，104 學年
度設置學分學程評估委員會，實施第一次評估。學分學程自設立之學年度起，
每 5 年接受評估一次。評定通過且成效卓著者，由教務處給予奬勵；評定不
通過者，應進行改善，並於次學年度再行評估，若仍為不通過，則應停止招
生，並於該學期提報教務會議討論整併、終止或繼續招生，俾利作為教學改
善及整併或退場之依據。
11.推動跨域專長課程之開設
為培育具創造力及適應力之新時代卓越人才，增加學士班學生多元學習之機
會，本校鼓勵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共同開設跨域專長課程。跨域專長
課程的組合須包括基礎課程、核心專業課程及跨域專長課程三個層級，學分
數至少為十五學分。
學生修習跨域專長科目成績及格，經跨域專長主辦單位及教務處審核通過者，
得於學位證書、歷年成績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加註跨域專長名稱。另，學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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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修習科目及跨域專長科目表，申請二種以上跨域專長之資格審核。
為維持教學品質，各跨域專長自設立之學年度起，每五年接受評估一次為原
則，以作為教學改善及退場之依據。
12.強化教務資訊服務及品質，提高師生滿意度
(1)CEIBA 數位課程管理平台：由本校教務處資訊組和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科技
組共同合作，改善現行第四代 CEIBA 非同步課程管理系統，並著手研擬開
發第五代 CEIBA。同時因應行動上網之趨勢，進行 CEIBA 相關 APP 開發
工作，提供全校師生具互動、移動和感動元素之更高品質資訊服務。
(2)加強教務相關數位化網路平台之建置與改善：包括 NTU Speech 臺大演講網、
NTU OCW 臺大開放式課程、NTU ePo 學生學習歷程檔、NTU tPo 教師教
學歷程檔、GET 臺灣通識網、夏季學院跨校選課等資訊服務，以利資源共
享，協助校內外其他單位提高服務品質與效率，以貢獻社會並服務全國。
(3)秉持本校教務處各項作業之標準作業程序及品質管控政策，每學期定期辦
理顧客滿意度調查及內外部稽核，檢視實際執行成效，提高師生滿意度。
13.透過資訊系統與海外校友會推動海外高中推薦入學招生宣傳
為利海外招生事務進行，本校結合海外各地區校友會的資源，透過與其初步
聯繫後，赴海外優質學校進行招生宣傳。除了加強學生對於本校的特色和優
勢之認識，並藉由面對面的溝通與提問，以期對本校有更深入之瞭解，進而
增加其就讀意願。另外，為減少招生時本校與海外各地距離與時間的落差，
本校將運用雲端網路科技建置創新的海外高中推薦入學招生系統，使海外高
中學校都可在此平台上即時獲得本校的招生入學資訊，海外高中學校推薦學
生報名時，可先登入此系統取得帳號與密碼，將所有推薦學生的報名資料上
傳至招生系統，並即時查詢報名進度，審查資料上傳完成確認後即完成報名
程序。同時本校也將開放與分享招生系統供其他共同辦理招生的大學加入使
用，俾海外高中學校獲得有效整合之臺灣各大學就學、報名至入學等指引資
訊，並達到與其他大學資源共享的效用。未來本校將持續改善招生系統以及
與校友合作，讓海外學校師生、校友、本校或其他大學的人員使用系統時更
為便利，將本校的招生資訊更有效地傳達至海外各地區。
14.籌設數位學習中心
植基於本校在 OCW 及 MOOCs 課程開發和製作的豐富經驗及成果，教務處於
106 年度將籌設數位學習中心，專注於提供優質的數位課程予校內外學習者
修習，並研發建置與時俱進的虛擬教學環境，降低創新教學方式的實踐門檻，
以提高校內教師發展創新教學模式的意願。此外，亦將全力支援本校因應高
教政策的各項創新措施及需求，開發更豐富多元的數位學習內容，並協助師
生線上教學之相關知能養成，以維持本校教學的高品質及效率。
15.推動特殊選才及和高中互動
提供國內高中生多元入學管道，以學生擁有特殊專才能力者優先錄取。本校
刻正籌設數位學習中心，並規劃錄製數位學習線上課程，提供給有興趣之高
中生線上修習，透過雲端課程設計及共學群網頁平台互動，必要時可輔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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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翻轉教學，以鑑別學生是否為本校所需之專才。未來將透過畢業校友任教
之高中學校，以及雲林、嘉義、南投等偏鄉地區之高中學校試行合作。

五、時程規劃
本校教務處未來 5 年各項重點業務推動時程如下表：
重點業務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認證全面推廣
基礎學科認證
高中先修
通識課程深碗化
深碗課程架構
專業課程深碗化
總整課程模組

建立範例、概念宣

推動
課程
舉辦 ISW 教師專班
深化
推行翻轉教室教學
Faculty+

制度性推動至各系所

導

每年舉辦 ISW 教師專班
每年鼓勵推廣翻轉教室教學
影片製作和網頁
建置

共授課程

業務成效回饋和評估

每年鼓勵推廣共授課程
每年鼓勵推廣跨

跨域專長課程
YouTube EDU

內容建置推
廣

擴大對外宣
傳

提供直播服務

U-Learning

製作能力和人
才培養

校園學習資
源收集

數位內容校園推
廣

臺大演講網
教學
科技
的變
革

域專長課程

OCW

改善現有平台瀏
覽介面
精選課程
翻譯

規劃和建置新平台和行動學
習 APP

網站功能
改善

錄播系
統推廣

開放教育資
源推廣

MOOCs

依當年預算，規劃製作新課程 8-10 門 ; 活化口

(NTU MOOCs x
Coursera)

碑課程之學習內容約 15 門於 Coursera 國際平
台播放。

線上學習平台

錄製
課程

線上教學工作坊與
教學助理研習會規
劃與實施

建置
平台

推廣平台，鼓勵學生線 成效評
上學習使用
估

進行影片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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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業務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活動內容確
定與執行

精進

107 年

主動學習計畫

推廣 ePo 學習計畫
使用填寫率

讀書小組計畫

建立媒合平台

推廣讀書會校
際和國際化

成效評估

未來教師學習計畫

國外相關計畫
研究

制定和推廣計
畫

活動內容檢
討與修正

eProfessor
創新教學
培訓工作坊

教學
成長

106 年

成效評估

培訓校內教師
提升創新教學知能

臺大校內線上課程
開發

課程開發

籌設數位學習中心

整合線上課程平
台

鼓勵教師使用 tPo 系
統

逐步將 tPo 與各系統連結

舉辦教學相關研習
活動

每年規劃及舉辦教學相關研習活動

派員出席教學相關
國際會議

每年規劃派員出席教學相關國際會議

國際頂尖大學觀摩

重點大學分

舉辦國際

與交流

析

研討會

參訪特色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專業
發展研習課程專案

每年規劃及舉辦教學發展中心專業發展相關研
習課程

問卷調查

每年舉辦新生、大三、畢業生問卷調查；校友雇
主問卷 103、106 年舉辦

教學評鑑

學習成效教學意見調查
表

改善
教務
制度

學分學程評估

強化
教務

CEIBA

學分學程評估
規劃和建置行動
版 APP

資訊

六、預期效益
本期中程計畫執行後，預期將可達下列效益：
(一)課程深碗化，改變臺灣學生的基本學習態度。
(二)活化課程委員會，改善課程結構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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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豐富線上課程，促進學生主動學習，亦發揮臺大影響力。
(四)教學環境及設備設施大幅改善，有助提升教學品質。
(五)完整而系統化的建立教師發展協助機制，佐以完善的教學助理制度，以增進教學
的質量表現。
(六)推動符合未來學習型態的教學模式，引領與帶動臺灣高等教育的走向。
(七)強化各項教務資訊服務，可有效提高師生滿意度，同時發揮影響力，貢獻社會並
服務全國。
(八)提升本校海外知名度並吸引海外學生前來本校就讀，促使本校學生的多元性，培
養學生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互相學習與尊重的素養。

七、考評
本校教務處中程計畫之執行績效，除可藉每個月召開之處務會議進行檢討與管
控外，由於本校教務處為曾獲 ISO 驗證之單位，現雖改以內部 SOP 運作，惟仍以
此機制定期進行檢討稽核。另，本校教務處所屬各二級單位也有其內部自我管控機
制，例如：教學發展中心每兩週召開行政會議，長期監督並檢討工作進度與成果；
每學年召開一次諮議委員會議，以檢視及督導年度執行成果，提出具體建議；各組
亦依其業務性質，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組務會議，以檢視業管工作進度及成果。同時
配合教育部一年兩次的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提供本校辦學成效資訊公開 (如系所
註冊率)，讓公眾得以檢視本校之辦學情形，並提升本校在我國高等教育之公共性。
在量化績效指標方面，本校教務處每年於 5 月及 11 月進行全校教職員工生滿
意度調查，調查項目包括：「硬體設計」、「服務熱忱與專業知識」、「學生權益
之照顧」、「資訊便捷度」及「綜合滿意度」等 5 大項；滿意度區分為「非常滿意」、
「滿意」、「尚可」、「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等 5 個等級。以 105 年度為例，
綜合滿意度達「滿意」以上者占 74.77%，「尚可」以上者占 96.55 %。未來，本校
教務處仍將致力於業務品質之改善，期使逐年提高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教務業務之滿
意度。
本校依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持續辦理自我系所評鑑，並業於 106 年 1 月將近
年來辦理成果向教育部提出結果認定申請，預計 106 年 6 月回復本校認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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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一)單位功能簡介
本校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係於 85 年由「訓導處」轉型而來，由強調管
理、控制、保護的「代替父母角色」，蛻變為以「學生服務」為主，走向協助
「學生學習」及「學生發展」的角色定位。學務處是學生的心靈捕手、安全守
護者及職涯諮詢的領航人，主要功能為照顧學生在校的學習生活與安全，保障
學生的受教權，培養學生實踐「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校訓精神，引導其開
發潛能，促進全人發展，進而成為世界優質公民。

(二)總體目標說明
為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全人發展，並培育臺大學生的競爭力，落實
大學社會責任，學務處的願景是「打造臺大黃金歲月，培育世界優質公民；讓
每一位臺大學生，都有一段感動的學習經驗」，臺大學務處綜理出七大工作核
心價值：
1.建立核心價值加強品德教育。
2.關懷扶助弱勢學生。
3.形塑優質校園文化。
4.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
5.推動校園國際化。
6.強化學生職涯發展。
7.實踐行政革新。

二、現況說明
本校學務處於 96 年 5 月開始進行學務精實計畫，共分為三階段實施，第一階
段為形成學習型組織，第二階段為建構學務專業理論，第三階段為發展學生學習成
果評估機制，將學務處轉型為學習型組織，讓每位同仁認同本校的教育目標、認知
學生事務的核心價值、互相支援及學習多元的處理問題或創新方案知識，以提升學
務工作的績效與創新。
經由精實計畫，確立了學務工作的願景、核心價值、七大價值流，並據以制訂
個人的工作目標及 KPI，建立知識分享平台、定期聚會，形成學習型組織。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加強弱勢學生各類扶助措施，落實經濟支持
協助所有進入到臺大的學生，無論是經濟弱勢、身心障礙、僑生、原住民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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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均能安心求學，發展潛能。舉凡規劃設置學生財務支援系統(Financial Aid
Office)、擴大希望助學金補助對象與金額、開辦希望餐點計畫、創新開發「臺
灣大學獎助學金即時通 APP」、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輔導服務、繁星
計畫學生輔導方案、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等，期讓有需求的學生都能獲
得學校的關懷與照顧。

(二)培養學生基本素養，擴大學生參與，成為優秀世界公民
培養學生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與態度，並加強個人職涯規劃，於完成學業
後，得以發揮所長貢獻社會，進而自我實踐。

(三)加強學生身心靈整體照護，建構關懷文化
主動發掘有需求的學生，創新心理衛生宣導方式，以及設計多元的心理衛生活
動，讓學生能更自然親近並接受諮商輔導，並建構全面的心理衛生防護網。

(四)形成學習型組織，達成學務使命
持續辦理學務精實計畫，落實學習型組織，透過各類學習活動、專案會議，及
鼓勵同仁自我進修等，增進學生輔導工作的專業思考與執行能力。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建立核心價值加強品德教育
1.規劃中繼課程，培養學生核心能力
為培養人文素養與專業知能兼備之公民，並能於學校銜接至社會時，發展其
適性適才的生涯，結合學務處各組室品牌課程，內容包括個人成長、領導人
才培育等，讓學生尋求自我認同，建立信心，進而找到未來的目標及方向。
2.落實導師制度，強化導師功能
(1)規劃師生共同參與活動、強化導師輔導意願
A.落實各院導師工作委員會功能：推動各院導師制度及師生共同參與活動，
擴大參與，院系定期提送「推動導師制度師生共同活動紀錄表」成果資
料，並於網站公開資料，俾利各院、系(所)及導師相互觀摩學習。
B.落實各系(所)導師工作委員會功能：成立各系(所)導師工作委員會，設計
導師、生互動方案、彈性運用導師輔導費規劃師生共同參與活動、強化
系(所)處理學生事件之功能。
C.落實導師職責：訂定「導師時間」俾便導生請益、出席導師會議及系務
會議，互相交流學生輔導經驗心得，建立橫向聯繫，妥善運用行政資源，
以增進對學生之適切輔導。
(2)評選及獎勵熱心奉獻、輔導績優之優良導師。
(3)建立輔導網絡，增進導師輔導知能
A.定期出版優良導師專書，分享導師與學生之間真摯的情誼，以及互動相
處的訣竅。
B.提升導生綜合資料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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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辦理導師知能研習活動，深入了解學生心態與問題，增進導師權益與輔
導知能，提供更多樣的校園輔導案例分析和介紹諮詢、轉介資源。
D.製作學生輔導資源手冊(含線上版)。
3.持續推動服務學習課程
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分為一、二、三。服務學習一係維護學系及學生使用之公
共空間環境整潔、美觀為原則；服務學習二為校內外非專業性服務，可與校
外志工團體結合辦理；服務學習三則為與學系性質有關之專業性服務或學生
社團之校外服務。
為有效深化教學助理(以下簡稱 TA)的能力，自 102 學年度起開始舉辦 TA 培
訓系列課程，每學期必須修習滿 10 小時的培訓課程，始取得基本資格認證。
學期間依「行政事務」、「專業知能」、「人際關係」、「實做訓練」及「反
思成長」等五個領域規劃課程，期能展延 TA 的教學觸角。此外，每年均辦
理志工基礎及進階訓練，透過完整訓練課程強化服務隊的技能，提升服務的
品質。歲杪之際舉辦「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提供資訊交流、資源共享的
平台，透過講座、觀摩、學習與分享，綜合評估推動服務學習課程的成效。
4.持續辦理新生學習入門書院
自 97 學年度開辦，101 學年度
起擴大為 5 天 4 夜含住宿，提
供學生對學校更深入的認識，
培養新生與同儕共寢共學的精
神、增進其對學校的認同。103
學年度起則將新生入學典禮及
各院系親師生活動併入辦理，
同時增加院輔導老師講座、導
師時間、社團體驗等豐富多元
的活動內容，透過各項課程設計與實施，帶領新生於大學生活開始即擘畫自
己的願景。105 學年度則增加性別及友善校園相關課程，讓學生理解並尊重
多元性別，進而營造友善校園環境與氛圍。
5.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服務
每年學期間及寒暑假約有 70 個社會服務隊前往國內外各地區服務，國內主要
為社區服務，服務地區以離島及偏遠山區以及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為重點。海
外服務則包括緬甸、泰國、尼泊爾、中國大陸等地，服務對象為社區孩童、
罹患癌症、自閉症、智障或聽障的兒童、青少年、社區居民、獨居老人們，
辦理課業輔導、育樂輔導或陪伴照護等活動。未來將持續鼓勵學生投入社會
服務，培養其關懷社會及樂於助人的熱忱，並加強服務知能等教育訓練。
6.逐步落實社團辦公室管理法制化
制訂「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管理規則」，並依此召開「學
生活動中心社辦管理委員會」，對社辦之分配、管理及規範提出處理原則說
明，在法治化的原則下，落實社團辦公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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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深化品德教育與利他精神
(1)推動各院辦理利他關懷獎及辦理臺大學生社會貢獻特別獎，以深化品德教
育，引導學生不再獨尊課業成績，而能以服務他人、關懷社會為己任。另
定期舉辦公民教育講座-椰林必修課，加強法治及品德教育。
(2)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自 97 年推動巡場制度，並據此推動違規記點制度，未
來將著重於深化品德教育與利他的精神，輔以各項活動機會，向社團宣導
較易違規狀況，期盼學生能在社團活動中學習。
8.編製生活魔法書，傳遞臺大精神
生活魔法書於新生學習入門書院時發放給每位新鮮人，係學務處送給新鮮人
的見面禮，更是專門為臺大人量身定做的隨身小冊，期盼臺大人隨著生活魔
法書的開展，融入臺大歷久彌新之優異校園文化。

(二)關懷扶助弱勢學生
1.規劃設置學生財務支援系統，整合與加強各類經濟扶助措施
自 102 學年度起，擴大辦理「國立臺灣大學希望助學金」，申請對象從原本
的大學部一年級新生，擴及至大學部在學學生皆可申請(延畢生除外)，並取
消低收入戶不得申請之限制，名額更從 100 名增加至 400 名。經審核通過者，
除學雜費及住宿費可獲得減免外，另有每學年 2 至 3 萬元之助學金補助，藉
此鼓勵清寒學生努力向學。
本校學務處助學措施於近期將著力於：(1)強化宣導管道(2)建立友善服務環境
與設置綜合需求評估窗口(3)急難慰問措施與校設獎學金審核彈性化及(4)結
合審查結果的追蹤與輔導等措施，以深化本校助學措施服務品質。中程計畫
擬著眼於：(1)增加人力配置(2)建立獎助學金申請暨審核資訊系統(3)拓展校務
基金經費以充實現行助學措施的預算。長程而言，本校朝設置 Financial Aid
Office 專責機構努力，架設整體助學措施申請及審核資訊系統，並全盤檢視
助學措施的目標對象與學校經費的連動關係。
2.弱勢生優先住宿與減免住宿費
(1)提供身心障礙、離島、原住民學生優先住宿。
(2)提供僑、外生入學第一年優先住宿。
(3)提供中低、低收入戶學生優先住宿與減免住宿費。
3.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1)生活輔導：生活適應諮詢、住宿輔導、迎新送舊與交誼活動舉辦、協助規
劃無障礙生活空間與改善、自強輔導活動、社團指導與輔導等。
(2)學業輔導：課業加強輔導、學習需求評估、教材轉換、輔具申請借用、助
學工讀機會提供。
(3)生涯輔導：生涯探索測驗、生涯輔導研習、轉銜座談與通報服務。
(4)心理輔導：心理諮詢、心理測驗、成長團體、特教知能宣導。
(5)其他支持性服務與特教推廣：特教身分提報鑑定、制訂 ISP 個別支持計畫、
辦理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新生入門書院特教知能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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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提升原住民族學生的校園適應力
整合校內各項與原住民族學生相關資訊，編輯電子報，進而主動提供服務，
並辦理各項迎新、文化、職涯及學習活動，成為本校原住民族學生最堅強的
支持性服務組織。
5.希望餐點計畫，讓弱勢學生「食」在安心
擴大辦理｢希望餐點計畫｣，本計畫改以手機裝載電子錢包 APP 的付款方式，
以保護學生隱私，每月提供 3000 元餐食津貼，學生可在校內餐廳及福利社使
用，享用到均衡餐點，提升學習能力。
6.提供弱勢學生社辦優先續用與使用權
二活 10 樓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權益促進會」使用，並考慮身障學生使用輪椅
需較大之迴轉空間，優先配置該社團單獨的社辦。為照顧本校原住民族學生，
於二活設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在「教育機會均等」與「積極性差
別待遇」的原則下，活動中心未來 5 年將持續維護弱勢學生的場地(社辦)優
先權。
7.建構無障礙空間，以服務身障學生

(三)形塑優質校園文化
1.輔導社團發展，加強社團幹部培力
每學年於學期初舉辦 2 梯次社團幹部研習會，透過校內、外各項課程規劃，
輔導學生社團，從建立社團檔案、編修組織章程、活動申請辦理、財產控管、
帳務核銷等基本功，逐步進階至自我特色建立、社團招生推廣、競賽參與、
國內外校際社團交流，最後發展至社會貢獻。期盼增加學生社團幹部之間的
橫向交流、提升社團活動品質。
2.辦理社團評鑑暨社團博覽會
每年定期辦理社團評鑑活動，鼓勵社團展現經營成果及建立傳承制度，並獎
勵不同屬性的優秀社團，促進社團的健全運作與蓬勃發展，讓來校參訪的訪
客及全國各地的高中生，接觸體驗本校自由蓬勃的社團文化與學術環境。
3.積極籌劃藝文活動
(1)籌劃主題性「藝術季」活動，從公益、藝文的角度出發，將臺大藝術季塑
造成一個慶典、一個平台，展現臺大人的創新與創意，並與社區連結，讓
「從藝術認識臺大、在臺大認識藝術」，打造出 5 月公館地區最大的藝文
慶典。
(2)持續辦理「臺大師生金石書畫聯展」，從作品蒐羅、策展、布置、宣傳到
畫冊編輯，透過學生的巧思，擴大學生參與的深度與廣度。
(3)導入學生會文化部的合作規劃及學生社團的多元參與，辦理「光合作用」，
活化一活木平台舞台，展現臺大學生各色各樣多元化的才藝表現；一活 2
樓文藝迴廊「藝言難盡」展覽活動，規劃不同主題與定期更換師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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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輔導僑陸生社團
(1)辦理僑陸外生社團幹部研習會：安排專業課程，講述社團經營與危機處理，
並加入探索教育課程與文化認識，落實服務學習之理念。
(2)辦理僑陸生社團社長聯席會議：提供同仁與各同學會溝通機會，以了解社
團暨處理僑生各方面問題。
(3)辦理僑陸生社團負責人交接暨社團指導老師座談，對經驗傳承甚具意義。
(4)辦理畢業僑陸生家長迎賓樂活動，傳達學校關懷祝福與分享畢業的喜悅。
5.營造住宿學習環境，豐富學生的臺大經驗
(1)增設宿舍活動空間：如交誼廳、運動空間、宿舍生活學習中心、學生活動
空間(包括多功能研討室、舞蹈室及會議室等)，作為住宿學生休閒、研討、
交誼及舉辦大型活動空間使用。
(2)舉辦多元創新的宿舍活動，提供住宿生形成興趣團體和學習社群的機會，
豐富住宿生活。
(3)整合迎新、聯誼、語言交換、講座、國際週與興趣小組等宿舍跨文化活動，
增進本地生與國際學生的交流，增進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與尊重，營造多
元文化的宿舍環境，拓展住宿學生的國際觀。
6.提供學生參與機會，豐富其生活經驗
為提升學生參與度，建構良性互動關係，辦理「與學生活動中心有約」活動，
提供社團負責人與學生活動中心面對面相互了解建立關係的機會。並於 102
學年度成立「學生活動中心社辦管理委員會」，擴大學生參與。
7.培養學生重視榮譽、尊重他人之精神
(1)實施操行成績改革，落實學生獎懲制度：為樹立校園良善學習風氣，對學
生善行予以獎勵，對於行為偏差的學生，則予以適當懲戒，本校實施操行
成績改革，自 104 學年度起，改以獎懲紀錄具體呈現學生在校之行為表現；
同時建置「學生獎懲紀錄證明書」系統。
(2)加強愛校服務等輔導措施：協調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受懲學生的導
師、心理輔導中心與受懲學生的家長，給予受懲學生適當的愛校服務學習
機會、心理輔導或精神疾病治療資源。此外，與系所、導師、心理輔導中
心等單位密切合作，對於初次違反校規、未達記大過之處分且具悔意的學
生，得申請消過自新，給予犯錯學生適當的愛校服務學習、心理輔導或精
神疾病治療等，以發揮教育輔導功能。
(3)學生團體保險新增精神疾病醫療給付：鼓勵學生與家長面對問題，減少精
神疾病的阻礙，促進健全人格發展。
8.建立優良家長互動平台
(1)學生家長志工團：家長志工團提供本校學生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暢通管道，
也是家長回饋學校的方法，平日透過校園巡守隊，協助校內專案活動及行
政諮詢引導服務，讓家長積極參與學校事務並了解子弟在校生活。未來將
透過各種訓練課程、活動研習，致力推動自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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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長電子報：電子報每月平均點閱率達 1,200 次以上，未來將由家長志工參
與編輯，從家長角度提供更符合家長需求的資訊，宣傳校園訊息強化家長
關係。

(四)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
1.心理健康工作
(1)個別諮商與晤談：心輔中心由 14 位專任輔導老師、15 位兼任輔導老師為學
生進行專業心理諮商。每年直接服務人次、個別諮商與解測約 7,500 人次，
初談約 1,200 人次。
(2)個案管理及諮商督導制度：建立完整的支持與協助網絡，包括個案管理老
師、院系負責老師、中心股長督導支援等，並視個案狀況，召開高關懷學
生輔導會議，邀請學生家長、相關單位共同協商討論，以增強高關懷學生
追蹤輔導機制。
(3)學生團體保險身心科門診補助：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自 103 學年開始，新增
全國大學校院首創也是唯一的精神科/身心科門診每月最高額 1,450 元實支
實付補助，旨在鼓勵學生尋求專業協助以妥善管理情緒問題，並兼顧學生
個人隱私。
(4)成長團體、工作坊：為維護及增進本校學生之心理健康，辦理各類型成長
團體、工作坊活動，內容涵蓋家庭、兩性情感、自我表達、學習效能、文
化體驗、壓力紓解等活動。教職員成長團體、工作坊與人事室合作，每年
預計舉辦 2~3 場抒壓工作坊，並視教職員需求進行靜心充能活動。
(5)心靈樂活講座：議題包括情緒管理、人際關係、感情關係、生涯發展等心
理衛生相關議題，每年度預計舉辦 6 場。
(6)情感教育系列：每學期舉辦情感教育系列講座、小團體輔導及工作坊。主
題預計包括：親密關係中的自我、兩性溝通、外表吸引力、助人技巧、自
我探索、人際關係等。
(7)大一新生 e 化身心普查：於每學年度初，針對大一新生實施線上身心生活
適應量表調查高關懷學生之量表結果經學生同意亦提供導師等參考，另進
行高關懷學生之電訪追蹤輔導，並撰寫相關成果報告。
(8)研究生身心普查：103 年進行相關研究，後續將進行問卷編製，其後參考大
一新生身心普查，進行研究生普查施測及統計分析。
(9)辦理新生入門書院人際關係團體課程：引導新生進行破冰認識活動、自我
探索活動、人際分享活動等，增進新生與他人的互動和關係。
(10)伙伴老師活動：此項活動針對導師及第一線與學生接觸的教職員，一方面
藉由整理自身面對死亡的生命態度，來確立與有自殺意念或存在議題的學
生工作時應有之態度，另一方面藉由守門人概念的宣導與實作演練，宣導
教師可以如何協助學生及自殺守門人的概念，增加相關人員的處遇知能。
(11) NTU PEER 培訓：為持續推廣自殺防治守門人的觀念與作法，從 104 年起
開辦「NTU PEER 培訓課程」，每學期舉辦 2 場初階及 1 場進階培訓，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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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進行情緒辨識與自我照顧、自殺防治守門人等課程的講授與宣導，
讓學生也能成為學校自殺防護網的好伙伴。
(12)轉銜輔導及學業預警轉介輔導：教務處提供學業成績不及格達 1/2(特殊生
2/3)之預警轉介輔導名單，由心輔中心協助輔導。106 年起將依學生轉銜輔
導及服務辦法對於高關懷學生進行轉銜輔導。
(13)繁星計畫學生輔導專案之新生家長日暨迎新活動：讓繁星計畫新生家長、
學生了解入學後可能面臨的問題及學校可提供的協助，包括課業及心理適
應，以及經濟扶助之說明與資源提供，並嘗試建立繁星學生之校園人際支
持體系。
2.保健及醫療服務
(1)門診醫療服務
A.更新 X 光檢查相關設備、改善門診資訊系統及診間叫號系統，以提升醫
療品質。
B.持續充實更新保健中心獨立開發建立之 e 化藥品辨識系統及衛教資料。
C.更新 e 化衛教資料。
D.提倡校內家庭醫師制度與社區醫療群。
(2)緊急傷病處理服務：增聘救護車駕駛 1 人(緊急救護技術員) ，避免救護車
駕駛因輪值產生緊急救護空窗期。
(3)學生及新進教職員工健康管理：結合 iNTU，提供即時查詢個人專屬的健康
檢查結果及衛教資訊推播，以擴大全人照護範圍。
(4)辦理衛生教育活動
A.將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防治)及菸害防制(含
無菸校園)列為推動健康促進的主要項目，並結合學生體檢結果，進行多
元化健康促進服務。
B.持續增設整合式 E 化健康促進系統服務，並強化雲端衛教資訊播放平台
功能，提供多元衛教管道。
(5)傳染病防治：建置本校常設性的傳染病防治網路平台，隨時提供最新的傳
染病防治資訊。
3.強化安全教育之宣導，降低意外事故的發生
(1)學生意外事件處理
A.運用本校新建構完成之校園安全守護網，提供全校師生更有效率的緊急
事故處置時之人員背景、緊急聯絡人員、系所導師等必要資訊。
B.達到任何時間接獲學生安全事件發生之通報，隨時能派出處理人員趕赴
第一現場，並動員學生校外會之功能，掌握每一位學生安全事故之發展
狀況，第一時間予以必要支援。
C.積極掌握學生從事高風險活動相關資訊，與活動學生建立通聯管道，以
期必要時能主動且迅速提供支援協助，維護學生活動安全。
D.建立學生意外事件簡訊通報系統，提供長官即時掌握、了解事故發展及
處理結果，俾能快速有效處理學生意外事件，以作最好的損害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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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建立學生安全事故之系統資料庫，以便對於歷年各事故進行系統分析，
強化事故發生之預防工作。
(2)學生安全教育
A.學生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特別加重學生騎乘摩托車之校園外行駛與運
用注意事項，以增加學生安全觀念，並宣導騎乘腳踏車自律停放、勿影
響周圍交通之相關安全事宜。
B.教育宣導：防制學生吸毒、消除毒害、推動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及建立無
毒校園環境。
C.學生防災教育宣導
a.每年新生入門書院舉辦防災安全宣導課程。
b.運用課程配合 921 國家防災日期間實施學生抗震保安之防災演練，以
落實推動學生災害防救之能力。
(3)學生團體保險：為維護及保障學生人身安全，本校規劃內容適當且收費合
理的學生團體保險理賠服務，亦鼓勵休學學生於休學期間續繳保險費以保
障離校後的生活，讓休學學生日後平平安安回校復學。此外，每月亦提供
精神科/身心科醫療定額給付，以協助有情緒困擾的學生在本校健康學習、
平安畢業。
4.強化學生宿舍節能及安全維護
(1)男七舍、女二舍熱泵系統規劃，陸續完成研一男舍、與研一女舍、男七舍
及女二舍熱泵系統，自 101 年開始使用，目前運作狀況穩定。本校總務處
營繕組已著手規劃男七舍與女二舍熱泵安裝工程。
(2)實施宿舍節能減碳方案
5.努力成就安全的社團環境
(1)逐年改善一、二活社團空間及消防工程改善，符合消防法規規範：每月進
行安全檢測維護，並配合消防局進行消防檢查。每學期辦理消防安全講習，
以增進社團學生及一活餐廳員工之緊急應變及救災防災等知識。
(2)一、二活冰水主機汰換並設置監控系統，以確實達到節能減碳之成效：重
新規劃二活網路攝影機架構，逐年汰換監視設備，並更換社辦刷卡門鎖系
統，以保障學生人身與社辦財產之安全。
(3)第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社辦整修，此外，並增設無障礙電梯，以符合無障
礙空間之要求，創造維持原創建築風格並增進使用功能之成效。
(4)第一學生活動中心禮堂整修：本校校友楊敏盛先生捐贈 2,500 萬元整修一活
禮堂(怡仁堂)，提升使用品質，並增設性別友善廁所，使本校為性別平等之
努力往前邁進一步。
6.學生宿舍新建案
目前本校學生宿舍床位仍有不足，是以本校計劃於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 3 地
號(男八舍旁)新建學生宿舍，期能解決目前學生床位嚴重不足的問題。新建
學生宿舍之規劃，預計提供 4,000 床安全舒適的床位，103 年已完成委託建築
師事務所進行之「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構想書委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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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勞務採購」，有關交通安全、噪音問題、財務計畫及分次興建之可行性
等意見，已納入後續規劃考量，並提 105 年第 8 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通過，
將再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7.餐食品質管理
(1)宿舍餐廳設置健康蔬食區，提供安全飲食。
(2)每學期定期舉辦本校餐飲督導人員和餐飲從業人員的專業研習課程及餐飲
衛生檢討會議。
(3)每學期實地訪查供應本校盒餐之校外便當工廠及食材供應廠商是否符合膳
食衛生安全。
(4)每學期定期抽查校園內餐飲食品並送合格檢驗機關化驗是否符合膳食衛生
安全，並追蹤複檢。
(5)每學期定期兩次至各餐飲營業場所檢查餐飲作業、調理、倉庫、販賣等場
所之衛生與安全。
(6)每年與本校學生團體辦理網路票選校內優良餐飲廠商活動，藉由公開票選
以督促餐飲業者服務品質。
(7)校內餐飲全面提供內用重複清洗餐具，若需外帶免洗餐具則需付費取得，
另提供每年度入學新生 1 組環保餐具，宣導環保概念。
8.綠色校園
(1)宣導與實施宿舍節能減碳方案。
(2)推廣「椰林傳愛 - 二手物回收再利用」方案：於各宿舍推廣「椰林傳愛 - 二
手物回收再利用」方案，經由二手物品贈送、交換與義賣，將義賣所得捐
贈學校急難救助專戶。
(3)二手教科書義賣及蔬食推廣方案：由社團定期於開學之初舉辦「二手教科
書義賣」活動，讓學生不需要花大錢購買新的教科書，不僅可以省下購買
教科書的費用，更能節省紙張與油墨的消耗量。另外並與社團合作推廣蔬
食及八分飽的概念，不但減少生活的碳足跡，更將多出的兩分留給其他需
要的人，讓善的種子在學生們心中發芽。
(4)校內餐飲全面提供內用重複清洗餐具，若需外帶免洗餐具則需付費取得，
另提供每年度入學新生 1 組環保餐具，宣導環保概念。
9.海報布旗欄位美化

(五)推動校園國際化
1.促進國際交流學習活動
(1)全球集思論壇(Global Initiatives Symposium in Taiwan)：邁入第九屆的 GIS
Taiwan，持續以建立臺大品牌為目標，保持國內主辦國際學生論壇之典範，
增加與會代表人數暨國家數，豐富議程及主題多元性。
(2)大陸高校交流：每年推薦本校學生前往 20 餘所大陸高校夏令營、冬令營交
流，未來將持續與大陸姊妹校辦理交流活動，建立兩岸學生雙向互聯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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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宿舍交流活動：舉辦迎新、聯誼、節慶、宿舍春節圍爐活動、運動、語言
交換、講座、國際週與興趣小組等國際互動活動方案，增進本地生與國際
學生的交流，並擴大舉辦大型的聯合宿舍的跨文化活動。
(4) Global Lounge：與學生經營小組(國際學生協會、外籍生接待服務義工社等
社團)、國際處合作，規劃辦理「外籍學生社團博覽會」、「體驗中華文化」
系列活動、「國際文化祭」系列活動、「國際傳統節慶」系列活動，促進
外籍生與本地生的交流，增進學生國際視野，協助國際學生適應環境。
2.持續獎勵社團辦理海外參訪研習活動
為鼓勵本校學生社團參與國際性(含兩岸)學生活動，包括志工服務、社團交
流、競技比賽等，自 102 年起特別制定「國立臺灣大學參與國際性(含兩岸)
活動社團補助經費辦理原則」，每年 6 月初及隔年 1 月由課外組召開評選會
議，就評比項目審查，決定補助的社團與金額。
3.外籍生心理輔導
提供外籍生心理諮商輔導，由 1 名專任輔導老師、5 名兼任輔導老師提供英
語個別晤談諮商，並辦理跨文化成長團體、增加英文版測驗，提供外籍新生
身心普查中英文雙語施測，及配合國際事務處的新生說明會介紹學生心理諮
商輔導相關資源，亦逐步建立可以提供外語醫療診斷服務的醫師名單，以使
外籍學生有更優質的諮商輔導及醫療服務。
4.僑陸生活動
(1)辦理心情故事暨攝影比賽
(2)辦理春節祭祖、端午及中秋等三節活動
(3)辦理世界嘉年華活動
(4)辦理海外團體來校參訪接待工作
(5)大陸高校互訪活動
5.拓展學生視野，加強國際人才培育
(1)海外實習：經由玉山計劃，提供臺港澳三地大學生暑期境外實習機會，透
過實習工作和參訪活動結合，增廣學生學習視野、社會體驗及專業知識。
(2)留學講座：由職涯中心和畢業生聯合會共同舉辦「臺大留學系列講座」活
動，提供有志出國進修的學生，獲得有關校系選擇、生涯規劃的建議。
(3)留學說明會：不定期辦理國外學校招生獎學金說明會，協助國外學校宣傳，
提供給學生更多選擇之參考.

(六)強化學生職涯輔導及培養多元職能
1.職涯探索與諮詢
(1)職涯適性評測與諮詢: 透過專業測評與職涯顧問諮詢，協助學生了解適才適
所與就業方向，並辦理「職涯適性測評諮詢」團體解說。
(2)職涯學苑講座：定期籌劃系列講座，以不同的演講主軸，邀請職場傑出人
士分享寶貴的職涯經驗談，引領學生綜觀職場，開拓更廣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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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涯諮詢座談會-由校園到職場就業 Q&A：邀請資深人資專家與學生對談，
以其豐富的經驗及資歷，協助學生釐清人生方向、解除職場疑惑，探尋個
人優勢及如何發展就業競爭力。
2.職能發展課程
(1)生活禮儀教室：養成良好習慣及正面態度、培養學生在進入職場前具備多
元職涯能發展的能力。
(2)新生講座-生涯探索：邀請校內外專家授課，內容包括自我探索、個人成長、
職場態度、就業準備等。
(3)國際人才發展體驗營：為培養全球化企業人才應備的能力，與人才管理專
家顧問公司共同推動，課程採互動方式，主題方向包括：溝通力、影響力、
簡報力、問題解決能力、執行規劃能力。
(4)商學基礎概論講座：提供跨科系學生另一商學概論學習之路徑，參與實習
及未來就業若能擁有商學基礎之先備知識，洞察市場概念。
3. NTUIP 臺大實習計畫
學務處積極推動臺大實習計劃(NTUIP)，鼓勵學生參與實習，提早接觸企業，
並且經由實習，了解職涯發展方向，強化學習動機，在校時即先修習專業課
程，做好踏入職場的準備與職涯規劃。
為開發優質的實習職缺，職涯中心搭建平台，與企業及系所合作，以協助學
生參與實習時能瞭解職場文化，培養正確工作態度，順利銜接職場。
此外，為與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提供學生就業與實習發展機會，並協助
企業招攬人才，學務處每年 3 月份辦理校園徵才系列活動，包含企業博覽會、
教室徵才、公司說明會、公司參訪，更就產業發展及人才需求增設「產業趨
勢展」區。
4.畢業生流向調查
本校目前實施之畢業生、校友與雇主問卷調查，分析結果提供教務處定期於
「校課程委員會」與「學習成效評鑑委員會」報告討論，以作為調整本校教
育目標及課程結構之依循。

(七)實踐行政革新
1.提升服務效率，擴大學生參與
不定期檢視各單位作業與服務流程，確保學生感受學校的便捷服務與熱忱。
此外，強調透過學生參與，了解學生需求。例如「社團活動資訊系統」攸關
學生社團場地之借用，建置系統期間積極與學生會討論改善；而本校學務處
各類會議，如學生輔導委員會及相關所屬會議，均有學生代表，以建立共識。
2.持續辦理學務精實計畫
(1)訂定重點業務，並據之訂定關鍵績效指標：本校學務處經由學務精實計畫，
確立了學務工作的願景、核心價值、七大價值流，並自 99 年起推行關鍵績
效指標制度(KPI)，藉由每年審視並重新訂定 KPI，達成重點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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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務專業人才培育：為落實學習型組織理念，將持續辦理各類教育訓練、
參訪等，鼓勵同仁多方參與校內外學生事務相關研討會或在職訓練和進修，
以拓展同仁視野，提升專業知能。此外，每季辦理知識分享會議，讓全處
同仁有機會交流不同的知能並進行討論形成學習型組織，並建置網路分享
平台，落實知識管理模式，帶動組織的成長與進步。
3.持續推動學務工作 e 化及無紙化
成立 e 化小組，有效提升作業效率及資訊整合，未來將持續加強行政作業 e
化如：建置新的獎助學金申請系統、改善社團活動資訊系統、更新學生宿舍
電腦管理系統、開發第二期學生生活學習獎助申請暨管理系統、整體規劃掛
號收費及病歷管理流程、強化電子公文簽辦率等，以朝公文無紙化目標邁進，
並簡化各項行政流程，提升工作效能。
4.成立績效評估委員會，每年辦理 BOT 宿舍績效評估

五、預期效益
(一)建構一個適於學生生活及學習的教育環境。
(二)鼓勵個人與團體投入的校園文化。
(三)營造健康、安全之綠色校園。
(四)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就業力、畢業生具備永續競爭力，為企業所樂用
(五)提升學生事務專業工作效能，形塑承諾持續改進的團隊精神，建立本校學務處
成為一具有創新、回應與彈性系統的組織。

六、考評
(一)內部考評
1.各組室定期組務會議。
2.每月召開處務會議。
3.每季召開精實知識分享會議。

(二)外部考評
1.評估人員：行政品質評鑑委員及專家顧問。
2.評估指標：由學務處各組室所建立之工作目標及指標、行政品質評鑑、成員之
關鍵績效指標 KPI 及學生滿意度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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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約有 34,162 公頃的校地及超過 1,400 棟的建築，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
保管、出納、營繕、採購、經營管理、教職員住宿服務等分組及駐警隊等 9 個單位，
負責維護管理各式各樣的公共設施及校園環境安全、安寧等工作。
配合臺大邁向世界一流之綜合研究型大學之目標，總務工作擔任重要之幕僚工
作，也是重要之基幹，亦當不斷研究創新提升服務品質，來支撐校務整體目標之發
展。故目前本校總務處除延續過去之工作外，更致力於簡化行政流程和節約行政成
本，以服務為本，朝向積極主動、經營管理及顧客滿意，並配合學校學術發展的校
園環境規劃、積極建構優質之研究教學基礎、改善校園活動空間品質，加強推動總
務行政與強化服務效能暨建立綠色永續校園等為未來發展之重點工作。

二、現況說明
本校總務處於 92 年 3 月獲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通
過，除本校之教師、學生、職工外，並將學生家長、進入校園之訪客等均視為顧客，
皆屬總務處行政服務對象，並建立以過程導向的工作觀念，藉由符合顧客要求以提
高顧客滿意度，適時採取措施以持續改進過程績效。組織及負責事項如下所述：

(一)文書組
主要負責全校公文資訊系統維護管理、公文收發、用印、公文寫作宣導課程、
信件分類遞送等例行作業外，近年更致力於檔案保存典藏、檔案策展規劃導覽、
老舊檔案修護及培訓推廣、檔案紀念品設計開發等具專案或文創意涵之業務，
並強化與各校文書與檔案業務應用交流精進與檔案永續與應用保存價值推廣
紮根工作，更進一步促成檔案與國際接軌的腳步。

(二)事務組
辦理場地物業管理及外借服務、公務車輛派車接送、會議室借用及管理、校園
自行車管理；校園環境清潔、校園環境綠美化、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校總區
暨水源校區停車場營運管理、全校交通動線規劃審查、及全校各運具停車位區
域規劃、各崗哨門禁管理及交通管理等業務；竹北校區碧禎館及週邊環境管理
等。

(三)保管組
辦理動產及不動產產權、產籍及帳務管理，土地撥用、校產外借、研究計畫辦
公室分配管理、房屋報驗登帳及報廢除帳等不動產增減列帳管理及動產編號貼
牌、報帳、登錄、移轉、報廢、標售、二手財產資訊交流網管理、畢業生禮服
借用等業務，全校財產目前計有土地 5,295 筆，面積 34,162.01 公頃，房舍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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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面積 1,701,522 ㎡，相關業務繁重且複雜，牽涉法令層面廣大，對校務發
展及權益影響甚鉅。

(四)營繕組
承辦全校新建、修繕及水電工程採購作業，並以建構「綠色永續校園」為目標，
從建築物及各公共設施之生命週期，在規劃、設計施工、使用維護、管理、拆
除等「建造」與「服務」過程中考量，消耗最少地球資源(水、能源、資材、
空間等)，產生最少污染及廢棄物(再生利用)，增加耐久性、延長使用年限，顧
及環境協調生態永續及節能減碳等因素，達成減少災害發生、確保校園教學研
究與生活品質，依此原則下進行最有效益之採購行為，期能達成品質、效率、
創新之目的。

(五)出納組
職司本校校務基金收付作業。為提升全面服務，近年來致力於 e 化改善作業，
已陸續完成學雜費網頁列印繳費單與繳費證明及網頁查詢學雜費繳費情形，休
學、宿費、學雜費減免與助學貸款等費用退費 e 化，線上繳費系統、繳費單 e
化、付款 e 化作業之所有個人付款及廠商匯款 e-mail 通知，並提供貨款網頁查
詢及個人受款 myNTU 網頁查詢；報帳流程追蹤 e 化、零用金業務 e 化、會計
科目與出納收入整合與 e 化、Web 版各類所得報帳 e 化平台、雷射收據設計與
運用、離職儲金流程改革、Web 版執行業務所得申報、人事薪資平台、受款人
多帳戶管理使用。

(六)採購組
負責辦理本校財物暨勞務類採購（含招標、簽約及驗收作業等），配合教學研
究及行政業務推動，訂定各項採購作業機制，以提升本校採購效率與功能。另
負責本校綠色採購優先採購之宣導及執行目標控管，以及優先採購身心障礙機
構團體生產產品及提供服務法定達成率之控管。100 年起針對本校各單位同仁
需求開辦採購相關專業研習課程，同年起開始辦理外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

(七)經營管理組
負責公用部門場地招商履約管理(如尊賢館、小福樓、鹿鳴堂等)、財務計畫評
估、校園紀念品與透過促參法活化閒置基地與增加服務功能相關業務及貸款建
設案。
為撙節學校經費改善窳陋，推動將校外破舊日式房屋與歷建古蹟，循相關法規
予以活化，提供公眾造訪休憩。

(八)教職員住宿服務組
於 104 年 8 月成立運作，將原保管組（編制人員）、事務組（編制外客座、訪
問學人…等）分別管轄之宿舍集中管理，以整合宿舍資源及提升服務效能。主
要負責教職員職務宿舍之分配與管理、客座學人宿舍借用與管理、公教貸款等
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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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駐警隊
以 24 小時三班制(早、中、夜)編排勤務輪值，維護校總區及醫學院區校園(院)
安全(寧)、緊急事故處理、肅(防)竊巡邏、查察車輛違規舉發加鎖、維護校長
宿舍安全，以及承辦行政業務等工作。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為建構綠色永續校園並配合學校整體發展，本校總務處各單位未來將朝向更有
效率的 e 化校園、環保節能的永續校園、資產活化的創新校園、以人為本的安全校
園等方向而努力，並擬訂各項計畫目標如下：

(一)文書組
1.強化公文知能教育
(1)持續增進同仁擬稿、核稿能力，依課程難度、辦文角色等因素，每年規劃
辦理各場次基礎、進階講習等與公文相關之課程。
(2)建置專屬網站平台，上傳各式簡報及多媒體教材，定期整理校內常見錯誤
樣態及優良案例，提供線上學習。協助各單位建置常用公文範本，提供公
文稿寫作咨詢。
2.執行「公文資訊系統維護改善計畫」
提供更友善便利的系統界面，配合校內各項公文流程特殊性及行政管理作業
效率，加強系統客制化程度，積極尋求跨系統平台、跨瀏覽器之線上簽核技
術解決方案，以因應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3.提升校內公文線上簽核比率
為提升本校公文傳遞、簽核處理時效，節省公文層轉時間、用紙及人力遞送
成本，以符合行政院之「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續階方案」，積極宣導校內各單
位使用線上簽核辦文，逐年提高本校公文線上簽核比率，落實無紙化政策。
4.賡續辦理本校重要歷史檔案主題研究及展示活動
(1)藉由規劃校史發展重要系列人、事、物主題，研究相關公文檔案，以具體
事例充實臺大人文內涵，每年辦理主題檔案展。
(2)配合博物館群規劃、校園活動及社會關心議題，舉辦檔案創意應用活動。
(3)藉由聯展策劃不僅促進各校檔案交流更有利於檔案保存利用觀念深耕，在
檔案整合與業務合作下，以有限資源達群策群力之效。
5.落實珍貴紙質檔案修護計畫
(1)賡續例行修護計畫：本校歷史檔案數量龐大，其中因年代久遠致酸化破損
之檔案為數甚多，由專業修護同仁持續帶領志工群執行修護任務。
(2)加強志工培訓：規劃系統課程活動，訓練志工修護技能，設計健全之管考
制度，以保持穩定之修護品質及志工人力。
(3)推廣修護觀念：透過各種手做創意活動，對校內外人士，宣導檔案保存修
護觀念，促進文化資產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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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回溯檔案數位化之多元利用:
分年進行檔案數位化掃描不僅使檔案應用上更加便捷，亦在保存檔案中具有
各種知識、歷史、考究性等資訊不受外在環境變化及空間時間歲月的拘限而
達永續傳承，旨在往後適法性下與各種大數據資料庫做結合分析，期使檔案
應用能人文學術各知識領域的拼圖上充份運用。

(二)事務組
1.落實資源永續利用之環保政策及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1)持續進行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作業。
(2)資源回收場管理及場區內資收物暫存區、分類作業區、樹隻、落枼破碎區、
堆肥區及垃圾貯放區之合理性規劃、設計及執行。
(3)維護校園環境清潔，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4)與系所合作，利用專業教授知識，養護校園植栽、加強樹木保護。
2.落實校園交通以人為本的理念
(1)配合校內周邊新建之停車場，逐步減少校內之路邊停車格，將車輛疏導至
外圍及地下停車場，並持續檢討現有停車場使用狀況及校內各項交通管理
要點之規範與設計，以使各停車場能達到其最佳使用率。
(2)針對校內活動頻繁之區域進行規劃，朝向行人、自行車、汽車分道之方向
進行，透過以人為本之概念，儘量減少車輛與行人發生衝突之機會。
(3)改善校內道路人行道環境，並增設自行車專用道，提供行人、自行車友善
之校園交通環境。
3.賡續提供便利、舒適的行政會議空間及授獎、儀典場地佈置服務
(1)因應每年 2,000 場次以上的行政會議（含視訊會議），配合規劃適量會議
空間及服務人力，以滿足相對需求。
(2)為符合本校第一學府風範，持續精進場地規劃、設計及佈置能力，以因應
績優人員、退休人員、教師節、新春團拜等特殊節慶與儀典之場地佈置，
以達賓主盡歡之效能。
4.持續進行校內自行車使用、管理及宣導業務
(1)自行車為臺大人往返校園之主要交通工具，數量龐大、管理不易，為有效
管理此一族群，將持續更新自行車線上管理系統，增加便利的管理及使用
功能，並提供校內師、生更簡便的車證申請管道，以增加自行納管率。
(2)將持續配合校內單位及學生會規劃辦理活動宣導師、生自律停車、夜間騎
乘安全注意事項，並借用由活動辦理，拉近師、生距離，平衡輿論反應，
以降低違停拖吊之執法困難。
5.活化戶外場地使用率以創造營收
於校內各單位使用時間外，考量時空背景，合理修正本校戶外場地借用管理
辦法，提供場地外借辦理各式活動、影片拍攝，以創造營收挹注校務基金。
6.精進組內人事管理及並落實相關勞資協調工作
(1)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造成人事成本增加並另增工作時間限制，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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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工時調配更顯困難，為撙節組內人事（含加班）成本並有效管理組內
人事業務，將持續評估業務量及人力分配合理性，並持續精進人事管理相
關法令。
(2)定時辦理勞資座談會議以維護組內具勞工身份之工作者權益。
(3)因應校務持續發展，工作量增加時需同步增加對應人力，為減輕人事管理
業務負擔，將持續修正人事管理系統。

(三)保管組
1.多元化使用校產
依現行國有財產法相關法令規範下，為促進校產有效利用，尋求多元化使用
校產，如校產外借、設置研究計畫辦公室等方式收取使用費，創造校產運用
效益，以挹注校務基金。
2.校園校舍空間有效管理
(1)釐正各館舍空間資料，作為分配或各系所擴建參考之依據。
(2)利用 GIS 資料建置本校空間資訊系統，整合土地地籍、建物門牌、建物名
稱、財產編號等相關資訊。
(3)規劃增設研究計畫辦公室，協助解決教師研究計畫之空間不足問題，並促
進校舍空間資源有效利用。
(4)強化校舍空間管理及活化使用，以達校園資源之整合運用。
3.校地收回計畫
士林校地經清查及進行鑑界後計有區芝山段一小段 552 地號及芝蘭段四小段
516 地號等 7 筆土地遭占用，將依各機關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辦
理，排除占用收回校地。
4.落實財產管理制度
教育部為落實執行健全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研商執行「強化國有財產管
理及運用效益方案」，並針對各機關學校進行評比，為配合該方案實施，本
校經管使用之公有財產物品每年皆訂定盤點計畫，並確實執行。
5.加強動產管理 e 化
自行開發本校財產物品管理系統，提供財產使用保管人、管理人線上查詢及
更新財產資料，嚴格流程控管，落實責任管理。建立資料自動備份功能，避
免資料毀損，提高財產資料管理安全性。

(四)營繕組
1.積極推動優質新建工程品質
藉由標準化專案管理、人員教育訓練提升素質及內部作業檢討，從工程設
計、施工品質及維護管理等生命週期主要評估要項討論，進而使本校工程如
期如質完成，更兼顧環保與生命週期成本。另定期檢討修正專案工程進度追
蹤表，依各案屬性每週開會檢討執行進度，適時管控各在建工程之執行情形。
目前本校推動之重大新建工程有：
(1)新進教師學人宿舍一期工程。
(2)學生機車停車場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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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卓越聯合大樓新建工程。

(4)教學大樓二期新建工程。

(5)工學院綜合新館工程。
(6)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7)人文大樓新建工程。
(8)卓越三期新建工程(鄭江樓)。
(9)生物電子資訊教學研究大樓工程。
(10)宇宙學中心新建工程。
(11)癌症醫學研究中心新建工程。
2.打造校園建物公共安全環境
為提供師生良好的教學研究需要，且符合環境安全防護的需求，對於教學、
研究、實驗等老舊建築物安全、消防及用電安全改善，全面逐步更新改善。
3.推動瑠公圳意象復原計畫
瑠公圳大安支線曾經流過本校之核心區域，隨著校區開發，昔日灌溉水圳風
情，已深埋於館舍底下。多年來師生針對消失圳路復育充滿期待，惟當年污
水下水道系統尚未完成，雨污混流，水源未能取得，導致計畫中止。今日生
態環境成熟，水源出現曙光，藉由各單位協助，圳路意象復原逐步可行，屆
時必能豐富校園生活與實現山水共存之理想。
4.貫通校總區復興南路門至長興街門之交通動線
校園南北動線長年仰賴椰林大道連接小椰林道、桃花心木道、楓香道做為主
要交通動線，現階段規劃將黑森林、教職員單身宿舍、中非大樓一帶之老舊
建物予以拆除整併，開闢南北軸向交通新道，提供復興南路門至長興街門快
速疏通之車流動線，並將沿線景觀、植栽進行改造，讓人車流動更加順暢、
便利，也讓東區長期發展跨出第一步。
5.賡續校園公共基礎建設
(1)道路方面：持續改善校園道路及交通動線，就校園道路老舊、破損區域分
段更新，避免路面積水、影響師生人車通行，近期將針對楓香道、小椰林
道、桃花心木道及舟山路後段執行改善作業。
(2)無障礙環境：持續改善包括引導通路系統、坡道及扶手及殘障廁所等無障
礙環境設施，逐步分區改善全校改善無障礙空間。
(3)水源校區整體機電規劃：水源校區目前供電系統為 11.4KV，考量臺電供
電饋線已逐步改為 22.8KV 高壓供電，將規劃由水源校區大門口引進臺電
高壓管路至配電室，並將配電室設備改為 22.8KV 規格。
(4)行政大樓及共同教室建置發電機。
(5)全校老舊高壓電纜評估汰舊換新。
6.專案工程採購業務網路化之管理
專案工程之進行端賴所有參與人員協同推動方能順遂，除工程實際執行人員
外，尚有使用單位之老師與學生及其他會辦單位，各參與人員分布學校各處
且迭有更新，利用資訊科技將各專案參與人員虛擬為一體，藉由作業的即時
化及透明化，降低各項成本及增進資訊傳遞有其必要性，藉由修繕管理系統
控管修繕進度與資料管理。
7.節能計畫之推動與節能設備更新
(1)新建館舍部分：新建館舍於規劃階段即訂定節能目標(如綠建築標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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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使用特性從省水(雨水回收系統、省水標章設備之採用等)、省電(節能燈
具、分電表裝設、使用區域規劃分析、電梯節能規劃等)、省能源(空調設
備之省能預期效益檢討等)等方向全面檢討，達成新建館舍節能功能，降
低對原有校內能源增加之衝擊。目前新建工程依候選綠建築標章制度已建
立中水回收系統(教學大樓、動科系羊舍等)，日後新建築物將視經費情形，
評估太陽能板等節能設施導入新建築物設計，從原有合格級提升至銀級。
(2)舊有館舍部分：於各系館裝修改善過程中，陸續淘汰目前不符經濟及省能
設備，並汰換老舊空調系統為較節能之系統。配合數位電表監視成果，進
行用電改善評估，依據評估結果修正使用單位使用習慣，加強能源管理或
逐步定期汰換相關設備，避免能源浪費。
(3)校區公共設備：定期維護相關設備，並配合節能減碳逐步更新耗能設備，
如路燈、室內燈具等。

(五)出納組
1.賡續出納業務 e 化
(1)現正通盤檢討報帳撥款流程及檢核機制，擬於報帳系統新增所得人資料時
檢核 ID 與局帳號檢核碼、勞健保月薪報帳頁面新增錯誤資料提示訊息、
大批名冊報帳預先送郵局與銀行系統檢核等，以降低撥款時才因 ID 或帳
號資料有誤而需撤案重報或遭退匯之風險；另於各報帳畫面新增「報帳流
程追蹤」連結按鈕，供報帳人員直接查詢報帳進度。
(2)為利本校永續發展，教師積極從事新資源與技術的開發與應用所衍生出大
量專利與智財管理相關之執行業務所得帳務，擬整合及簡化該等匯款及上
稅流程，以期降低匯費並加速行政作業。
(3)整合薪資系統與出納系統的所得撥付功能：規劃統一由出納系統辦理全校
所得的撥付及所得歸戶作業，不需再分由兩套系統查詢所得撥付及歸戶資
料。編制內教職員工薪資由薪資系統辦理維護及製作印領清冊後，將其所
得資料匯入出納系統中，亦可因匯入出納系統而增加報帳流程追蹤功能，
提供各相關單位查詢及核帳，俾以 e 化作業強化人事薪資發放勾稽。
(4)持續推動跨單位 e 化資料回饋：自 102 年開始實施二代健保以來，
「勞退、
勞健保及二代健保」支票量逐年遞增，較 101 年 4,938 張增幅 1.03％，因
上述應付未付支票之產生，出納組需先繳回公庫，待實際支付時才再依傳
票開立支票付款，徒增付款、收款作業成本。為降低前揭作業成本及朝向
無紙化目標，故持續推動跨單位 e 化資料回饋並擬與計資中心、主計室規
劃將原於匯款或開支票時即產生之「勞退、勞健保及二代健保」支票作業，
改為轉帳至學校各該會計帳戶中，待實際支付時才開立支票，一年約可減
少 1 萬多張支票。
(5)規劃辦理現金預估模組：統合現金流，依據現金資料紀錄進行預估現金需
求模組，精確處理本校資金運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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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校人事更迭、升遷頻仍，為減少人工作業、強化檢核機制及系統功能，
規劃薪資系統增設控管條件使其自動產生薪資扣款相關表單、歷史紀錄列
冊檢核、擷取 my NTU &出納系統變更帳戶資料及報帳系統&出納系統法
扣資料比對及控管等功能，以力求薪資發放迅速確實。
(7)規劃收入銷帳 E 化：
A.擬由出納系統直接擷取華南網路銀行資料，取代每日自行於網銀下載帳
戶明細資料再匯入出納系統，節省作業時間。
B.推動出納系統收入 E 化銷帳功能，由系統篩選流水號檔與銀行帳目明細
檔相符之金額，經人工核對紙本資料無誤後，由系統自動銷帳，取代過
往人工搜尋手動銷帳，以降低錯誤率，並強化勾稽管控。
C.規劃虛擬帳號 E 化銷帳，於出納系統新增流水號欄位註記，以利區分該
收入是否已報帳。
D.規劃「複製醫學院收據」功能，辦理醫學院代收費用入總區帳時，直接
擷取醫學院開立收據內容開立虛擬收據，取代過往人工作業。
E.擬於出納系統直接維護定存單新增、續約、解約資料，並由系統產出每
月利息收入明細，並自動勾稽銀行帳戶明細檔之利息收入，減少人工篩
選檢核之作業時間，並降低錯誤率。
F.規劃由出納系統處理結帳作業時產製收款書，取代過往人工填寫收款書，
以降低錯誤率，加速結帳時間。
(8)優化學雜費 E 化與流程：
A.持續敦促學雜費代收銀行新增繳款通路，諸如銀聯卡與微信支付。
B.強化休學與畢業離校系統之出納組欠費檢核關卡，繳清欠費後即時更新
前揭系統，避免同學久候。
C.匯入生輔組承辦之希望助學金與弱勢助學金退費清單於學雜費系統，以
利正確呈現同學實繳金額。
D.擬強化現行學雜費退費作業，諸如退費全面採取透過報帳系統作業、E
化休學退費項目新增「語言實習費」，避免同學於多個業務單位奔波。
E.擬規劃由學雜費系統逕行擷取台大出納系統收據明細資料，並同時重新
計算學雜費系統之資料維護檔金額，取代過往人工建置補繳資料、更正
繳費資料金額，降低人工疏漏之風險。
F.現行若同學已繳清學雜費，嗣後新增繳費金額項目時，係由業務單位製
作繳費單通知同學補繳。擬規劃由學雜費系統產製臺大線上繳費系統繳
費單，除可網頁查詢或自行列印補繳繳費單外，並可透過 ATM、超商、
銀行匯款與華南臨櫃繳費。大幅提升繳費便利性及出納作業效率。
(9)為優化報帳系統撥款功能，擬開放「各類所得、獎金所得、臨時工資、學
位考試審查費、大批名冊(免稅)」各報帳模組之受款人或代墊人帳戶，得
新增薪轉戶（郵局、華銀、玉山者）以外之銀行帳戶辦理匯款，以利其帳
務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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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前「郵政業務資料傳輸系統」擷取本校匯款檔案檢核並回傳之作業，
僅提供下午 12：30、2：00、4：30、6：00 四個時段。擬請郵局於每日上
午 8：00 至下午 6：00 增加主機作業頻率為每 30 分鐘一次，以縮短檢核
回傳時間，提高匯款效率。
(11)擬於線上繳費系統新增「已報帳」欄位，供校內業務單位掌握收入報帳
狀態。就未報帳之收入，亦可由線上繳費系統直接產製 E 化繳費單，減輕
人工重複建置報帳資料作業。便於本組定期就線上繳費系統已收款但久未
報帳之收入進行稽催。
(12)為避免已匯款至本校 401 專戶而業務單位遲未報帳，除定期於網頁公告
匯入款項日期與金額外，並主動透過匯款銀行查明繳款人及款項用途，以
通知業務單位報帳。
2.加強內稽內控管理
(1)為加強收據子系統之管理，擬規劃以 E 化申請取代口頭申請，有助於統計
各單位收據使用情形。再透過每月定期製送收據管理檢核清冊予各使用單
位，追蹤未繳回收據報核聯與存根聯原因，及定期與不定期至各使用單位
抽查現金繳交與收據使用情形，盤點結果皆作成紀錄，對於不符規定者則
簽會業務單位限期改善並持續追蹤，以防範不符收據使用規定發生。
(2)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
進行定期與不定期盤點，盤點結果皆作成紀錄，並陳報長官。另依內部控
制作業規定定期辦理自行評估。
(3)增設帳務流程接收與傳送點以更細部管控傳票各落點，統計分析各業務工
作點的作業時間，經分析後探尋改善提升點。
3.提升服務效能
(1)配合增設薪資轉存辦理銀行：為提供多元服務，本校薪資戶除現行僅以郵
局帳戶為惟一承辦帳戶，擬於近年內增加 2 家銀行，便利同仁存提與理財。
(2)透過社群經營行銷出納組業務：
A.成立出納組 Facebook 粉絲專頁，平日除轉貼本組公告訊息外，於學雜費
收費期間亦加強貼文頻率宣傳繳費資訊；學雜費淡季時，則彙整校內訊
息中有關學生權益的重要資訊。
B.成立出納組 YouTube 頻道，錄製出納業務、報帳系統及學雜費繳費教學
影片，以利承辦人與同學隨時上網查閱。教學影片亦發佈於「臺大校園
資訊多媒體推播系統」，以提高觸及率。
C.與國際事務處合作，擬自 106 學年度起錄製英文版學雜費繳費影片，以
利日漸增加的國際學位生儘速融入臺大。

(六)採購組
1.賡續辦理外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
本校自 95 年起邀請政治大學共同委託臺灣銀行採購部辦理外文圖書共同供
應契約，100 年起改由本校自行辦理，本校得向立約商收取作業服務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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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及 101 年分別為本校帶來約 670 萬元及 515 萬元之收益。101 年利用本
契約之訂單總筆數 3,117 筆、訂單總額計 5 億 1,907 萬 4,433 元，102 年訂單
總比數 2,339 筆、訂單總額計 3 億 9,923 萬 5,208 元，計有中研院、立法院、
司法院、清華大學等 247 個機關學校利用。後續並提供全國各大專院校及機
關關於本共約傳真下訂及履約相關問題之諮詢服務等。
2.提升本校各單位採購人員知能，以增進採購效率
(1)辦理採購相關教育訓練：採購法令龐雜，採購經辦人員須熟悉相關作業規
定，為提升院系所自行辦理採購案品質及效率，以減少錯誤，未來每年將
持續規劃辦理政府採購法規、實務操作演練或研討、綠色採購及科研採購
等教育訓練。
(2)建立友善之採購作業流程網頁：為使同仁採購前能迅速決定採購策略及進
行準備作業，採購組業依採購金額、不同招決標方式，建立友善之採購作
業流程簡介，使新手亦能快速上手，未來亦將隨時檢視同仁需求更新網頁
之常見問題(Q&A)，以提升同仁辦理採購之效率及正確性。
3.採購業務 e 化管理
(1)採購商品價格資料庫：建立本校採購商品價格資料庫，供各單位編列預算
及規劃採購參考。
(2)線上預約驗收系統：因採購組驗收人員經常性至各單位、甚或供應商現場
進行驗收作業，為增進驗收效率，各單位可逕於採購組網頁之驗收系統預
約驗收時間。
(3)採購內部作業 e 化管理：為提升採購組內部作業效率及建置採購知識管理
平台，擬將原有採購管理系統之請購、招決標、驗收等資料庫資料，擴充
運用於各開決標及驗收等作業流程，以提高資料正確性及提升行政效率。
(4)屆期自動提醒：包括履約期限屆期及保證金，系統會自動以 email 通知請
購單位、業務相關承辦，提醒後續應辦事項如驗收及保證金展期等。
4.持續宣導科研採購作業
採購組於 99 年 9 月完成「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之制訂，為配合 100 年 12 月 14 日「科學技術基本法」及 101 年 5 月 7 日「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之修正，於 101 年 11 月 20 日第 27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將「委託研
究案」納入適用範圍，已相當簡化採購流程及辦理方式。
5.續辦行政單位報紙及影印機維護採購
本組自 103 年度起開始整合行政單位同類型案件之採購包括報紙及影印機維
護之採購需求，併案辦理招標、並採開口契約方式辦理，有效提高採購效率。
6.積極宣導綠色採購及管控
每年定期宣導綠色採購及辦理教育訓練，並於環保署規定期限內逐一聯繫本
校各單位利用共約下訂者完成綠色採購熟悉度測驗、不採購環保產品理由書
等作業，期透過實際具體作為，養成友善環境之習慣，共同營造永續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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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營管理組
1.持續推動促進民間參與，撙節建設經費，增裕校務基金收入
因政府財政拮据，校務基金自籌比例逐年升高，加上本校建物多已老舊，亟
需引進民間效率及資源，參與校園之建設，並積極利用閒置之空間，透過公
開之程序，使師生獲取優質之生活服務，並增裕校務基金收入。
(1)推動校外閒置小型基地採 BOT 方式增設會館空間，服務訪問學者與來
賓：加速校外閒置小型基地之低度利用基地開發，撙節興建營運成本及人
事成本等，並達到財務自償，採促參法 BOT 模式，取得教育部授權，增
設文教會館空間計畫。
所管有小型基地在符合校外基地活化政策，依據促參法規定辦理，進行初
步審核及再審核作業，提出計畫之最低功能及效益需求，希藉由民間之參
與，能有效利用本校基地，在規劃設計上符合文教會館住宿服務需求，除
達到相關法規之最低要求外，並以取得綠建築指標為原則。目的期達成學
術文化涵融的願景，營造層次分明的空間規劃，具文化質感空間意象，建
立永續共生住所的概念，以締造政府與民間雙贏的局面。
(2)積極推動以 ROT 方式達到整建活化校外古蹟及歷史建築：本校校外具特
色之日式建築持續被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在不排擠正常教學研
究之預算前提下，透過促參法引進民間資源達到整建維護本校之古蹟及歷
史建築，不僅可以撙節整建營運成本，並增加挹注校務基金之機會，實為
一舉數得。以 ROT 方式進行，不僅先取得教育部授權，並且按照文資法
規之審查程序，嚴謹且合乎文教設施之公益目的。
除了達到整建維護之基本目標，並引入藝文產業達到再利用功能，為歷史
建築注入藝文涵養，營造社區良好空間氛圍與質感。
2.透過公辦更新或參與都市更新案件，積極提昇本校校外破舊且低度利用之房
舍，改建為符合耐震、防災機能之房舍，除可作為職務宿舍提供優秀學人之
住宿空間，亦可根據規劃作為計畫辦公室。以本校位於紹興南街與仁愛路口
之廣大基地而言，過去由於佈滿違章建築及老舊日式宿舍，未能符合都市防
災與耐震要求，透過與台北市政府合作，公辦更新後除可增加本校醫學院教
學研究空間高達萬坪，亦可增設市府公共住宅之功能，達到雙贏局面。其他
都市更新案亦按照校內程序審核，市府審議核定後興建完工，陸續增加職務
宿舍空間。預計自 103-106 年可核定興建單身宿舍 80 餘戶，多房間宿舍超
過 30 戶。
3.積極活化校外老舊日式房舍，改善窳陋並增益服務機能
校外老舊日式房舍，除部分被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外，仍有眾多日
式房舍早已破舊不堪配住，並造成環境窳陋。除部分破舊建物透過公開委外
引入民間資金與創意加以活化，撙節學校修繕支出，並可藉此籌募重建基
金。具有文資身分之古蹟與歷史建築亦持續循文資法等相關法規讓日式舊建
物賦予新生命以創造市民休憩新據點。預計自 103-106 年可活化古蹟、歷史
建築與日式房舍達 10 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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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強校園生活服務多元化及提升品質
開發服務性商品以提升師生同仁生活便利，不以財務收入為首要考量，如：
校園紀念品開發之商品，可凝聚師生、校友對本校之認同；中國信託臺大認
同卡在所有認同本校的教職員及社會人士於使用信用卡消費同時，自動贊助
本校發展基金；其他如特約飯店優惠師生 5-7 折、租車服務優惠 6-8 折等，
提供師生校園生活之便利性。
5.加強各貸款計畫之財務控管
本校已陸續辦理 5 件貸款案，包括二活、椰風專案學人宿舍興建、學生宿舍
冷氣裝設、新生停車場興建案及新社科院停車場興建貸款，透過財務處爭取
到優惠之利率。惟各案仍須隨時檢視收支狀況，以發揮最佳財務控管，未來
亦將應校務基金發展需要，採取貸款方式推動校園建設，並將確實掌握各項
資訊，避免影響校務基金之運作。
6.積極維護本校商標權
商標權屬智慧財產權之一部，為本校重要且珍貴資產，為維護本校校譽及形
象，需積極爭取遭民間公司搶注之商標，並持續監督授權商品應用之品質，
不定期上網檢索智財局之申請案件，以防近似本校之商標，混淆視聽，確保
並維護本校商標權。另推動本校各院所豐富資源商品應用之開發，以具體呈
現本校之豐富內涵，提升本校形象。

(八)教職員住宿服務組
1.加速老舊宿舍更新
校外宿舍因破舊、修繕費過鉅無法分配，或分散，或有相鄰私有畸零地，協
調重建困難，易產生低度利用之情況，亟待改建開發。惟校務基金困難，自
行籌資興建不易，發展策略勢必以推動都市更新方式加速開發改建更新。
2.校總區部分校舍外移
為配合長興街道路拓寬工程及校內有結構安全之虞之單房間職務宿舍外移
至校外都更興建完成之校舍。另校內基隆路 3 段 100 巷 1 弄 2 號單房間職務
宿舍收回已予拆除，以及長興街 85 巷 23 號單房間職務宿舍收回後不再續
配，等待建物拆除。長期規劃則視校外宿舍更新增加數量，逐步移出校內宿
舍，以兼顧教師宿舍需求及校總區整體規劃。
3.規劃興建新進教師宿舍
(1)本校位居兩岸三地華人大學學術排名之首，為配合「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規劃興建新進教師宿舍，以延攬優秀教師到校任教為關鍵發展策略之一，
亦為計畫內重要之基礎建設。
(2)提供待改建老舊宿舍為其興建基地，採分期逐步興建，以期興建完成後，
除提供良好完善居住生活空間，以吸引優秀新進教師至本校服務、提升教
學及學術研究水準外，亦充分利用校地資源，提高土地附加價值。
4.更新老舊客座學人宿舍
部分客座學人宿舍因房舍老舊，有漏水、水泥剝落或門窗無法緊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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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來訪學者之住宿品質，將著手規劃宿舍建物修繕事宜，以提供良好品
質之住宿環境，提升學者來訪意願，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九)駐警隊
1.建置校園安全完整監控系統
由於人事精簡，加以駐警出缺不補及工友陸續退休，使得館舍安全維護人力
逐漸減少，校內財物失竊情況有增加趨勢，為解決上述問題，積極研議建置
校園安全監控系統，利用校園網路將門禁系統、監視系統、緊急報案系統及
緊急對講系統等安全防護系統，透過校園網路安全監控系統之建置及運作，
逐步於公共區域設置監控點，使所有監控點均能透過區域網路傳輸，與駐警
隊監控中心結合，使每一異常或危險事件都在系統的管控之下，得以預警並
迅速處理，將危害及損失降至最低，並可節省校方人力、財力支出及提高管
理效率，有效確保校園師生安全，建構一安全校園環境。
2.規劃校園安全動線及執行專案勤務
就校園發生之各類案例及校園環境之改變，加以彙整分析後，適時調整巡邏
路線及巡邏感應點之設置，並針對校園竊盜(含館舍、機車、腳踏車等)規劃
便衣肅竊專案勤務及檢討執行成效陳報。
規劃小隊勤務區制，實施員警責任區制，以員警實際深入各院、系、館，以
發掘問題與解決問題，作好維護校園安全任務。
3.加強教育訓練充實本職學能
包括消防講習、急救訓練、綜合逮捕術、服務態度與應對技巧、駐地安全防
護、交通指揮、校園性騷擾之處理、法律常識、衛生保健等，以提升員警專
業素養充實本職學能，有效服務眾多師生善盡維護校園安全職責。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整合建置 e 化系統，提升行政效率
1.持續行政 e 化作業
針對文書、檔案、教學大樓、校產管理、工程、財務、勞務採購、出納帳務、
節能、校園安全監控等業務，採取整合策略及分校區逐步擴充設備，完成 e
化系統建置，以節省行政人力並提高使用者便利性。
2.建立完整正確資料庫
加強資料庫之完整及正確性，建立單位資料橫向連結，減少人工重複登打及
錯誤，提高資料傳遞速度。
3.建立地理資訊系統(Geological Information System)輔助業務
GIS 具備同時儲存空間位置與資料表的特性，自 95 年起逐步發展 GIS 系統，
應用於房產、地籍、公用管線、交通設施、樹木等資訊管理，並將系統網頁
化，方便同仁隨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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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節能計畫，建構綠色永續校園
1.訂定節能目標
從省水、省電、省能源著手，進行全面檢討，要求設計單位無論新建築或修
繕工程儘量採用 T5 省電燈具，進而配合數位電表監視及館舍裝修，淘汰目
前不符經濟及耗能之空調設備，將持續推動並加強漏水查修。
2.採行綠建築觀念
在新建或修繕房舍、設施、場所，朝向營造本土生物多樣性的校園生態環境，
將環保概念導入設計，力求低污染、節能及材料再生利用為目標。
3.落實綠色採購方案
提供綠色標章之環保產品及廠商資料，宣導及鼓勵採購綠色產品。
4.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
實施專用垃圾袋政策，落實資源回收，校內枯枝粉碎製作堆肥以改良土壤，
使垃圾減量並節省垃圾處理費用。

(三)校產活化使用，挹注校務基金
1.加速老舊宿舍更新
(1)配合都市更新，突破老舊宿舍重建的困難，提升運用效益。
(2)積極參與各種都市更新課程講習，充實專業知識以因應都市更新相關法令
修正，由校內及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成立「都市更新」專案小組，嚴密審查
本校參與都市更新個案，以期為本校爭取最大權益。
(3)提供優質宿舍，吸引新進教師到校服務。
(4)規劃老舊客座學人宿舍之修繕事宜，以提供良好品質之住宿環境，提升學
者來訪意願，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2.規劃研究計畫辦公室：解決教師研究計畫空間不足問題，促進校內空間資源
有效利用。
3.促進民間參與，加速校園建設：參與校園建設規劃，積極利用閒置空間，引
進民間資金與服務，加速推動校園建設。
4.結合檔案文化創新應用：升級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結合學術研究，擴大推廣
教育，創新檔案應用層級，規劃歷史檔案數位典藏及回溯檔案影像掃描檔建
置，推動校外機關學校檔案合作巡迴聯展，以擴大檔案應用交流與文化宣傳
效應。

(四)加強校園安全
1.推動優質工程品質
專案管理、人員教育訓練及內部作業檢討，促使工程如期完成，確保工程品
質，兼顧環保與生命週期成本。進行老舊建築物消防及用電安全改善。加強
建築物公共、消防安全、各教學及研究中心建築物耐震及漏水改善。
2.建立安全的行人與自行車空間
減少校內路邊停車格，規劃行人、自行車、汽車分道，透過以人為本的概念，
降低衝突機會，並加強車輛違規取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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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置校園安全監控系統，加強校園巡邏
透過安全監控系統，迅速處理危害。積極執行校園巡護防竊勤務，強化防竊
防搶之安全觀念與提升應變能力，宣導師生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五、預期效益
(一)更有效率的 e 化校園
推行公文資訊系統，包括「公文製作及管理」
、
「公文無紙化線上簽核及判核」、
「公文電子公布欄系統」
、
「線上調卷」
、
「公文檔案管理」
、
「郵務管理」
、
「共用
簽核平台」等子系統功能。除有提升公文傳遞、辦文不受時空限制、線上調閱
等行政效率，因能即時流程監控管理，正確追蹤公文位置、主動稽催、精確統
計，可達成全面品管、防止積壓公文之目的。另在資訊安全方面，更因使用電
子憑證，不易偽變造，精確留下歷程及改稿紀錄，有助於權責釐清與確保電子
公文檔之效力。
建置 e 化財產物品管理系統，簡化作業流程，方便資料建置、查詢、管理，財
產物品之資料儲存亦更安全，增進財產物品有效管理及運用。
將帳務系統、會計資料與出納系統資料結合為一個完整的 e 化系統，提供查
詢、核帳、資料彙總迅速便利，減少人工重複建置的時間，提高正確性，並加
快付款作業，亦可落實內稽內控機制。
將原有財務及勞務採購管理系統之請購、招決標、驗收等資料庫，延伸運用於
各開、決標及驗收等作業流程，以提高產出表件資料正確性及提升行政效率。

(二)環保節能的永續校園
建立校園樹木系統資料，宣導及鼓勵進行立體綠化以提升綠覆率，加強植栽配
置及樹木修剪，以提升校園整體景觀美質。
提升工程品質及延長建物生命週期，減少建物維護管理頻率，降低建物生命週
期成本。將環保概念導入設計，除申請綠建築標章，更力求營建低污染、節能
及材料再生利用等目標，讓校園環境更環保舒適。
推動節能計畫並更新節能設備，落實電力系統數位電錶管理，使用者眾多的教
學大樓更換為節能系統後，將可降低能源耗損，加強舊管路漏水查修，減少不
必要水源耗損，為本校節省水電費用支出。

(三)資產活化的創新校園
促進校產有效利用，以多角化經營校產創造最大效益；配合校務發展需要強化
校舍空間使用功能，以達校園資源之整合運用，提供教學研究空間。落實產籍
管理制度，強化財產運用效益。
除了有形的校產，無形的校產如檔案，也昇華為本校無可替代的知識資產。藉
由現代化的檔案管理及專業庫房設備，加速檔案管理效率運作，利用裱褙修補
技術及永久數位典藏，保存重要檔案；進一步將檔案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彰
顯本校人文理念與價值，加速本校躍升國際一流大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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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人為本的安全校園
推動停車外圍化、地下化政策，紓解校內停車位問題，建立安全舒適之行人徒
步、自行車騎乘與停放空間，創造更舒適安全便利的校園環境。
配合生物電子資訊大樓及卓越三期興建，拆除中非大樓後，貫通校總區復興南
路門至長興街門之交通動線，便利校園師生南北流通之時程，亦減少車輛在校
園繞路所產生的交通干擾。
改善校區道路品質，在校園公共基礎建設納入無障礙規劃理念，讓校園的空間
更具親和、便利性，令校園基礎建設水準與國際接軌。
全校各系館消防設備定期維護保養及申報，保障人員及財產安全。

(五)優質生活的便利校園
利用 GIS 資料，建立訪客地圖網站，服務師生訪客。
引進民間資源及營運能力以 BOT 方式更新校舍、學生宿舍、增設會館空間服
務訪問學者與來賓。
開發校園紀念商品、提供生活百貨、西式簡餐飲櫃位，西式速食、輕食飲料、
中日式餐、眼鏡與影印，改善校區內生活服務設施及各類折扣優惠等。

六、考評
本校總務處各單位相關作業均依 ISO 品質管理系統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各項重
大業務執行發展計畫，未來將陸續列入年度品質目標，各單位須定期陳報執行進
度，並接受内部稽核與外部追查，以確認計畫執行率及成效。實際執行方式如下：

(一)藉由内外部稽核，確保品質管理系統作業
1.每年接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進行品質管理系統追查作業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每年指派評審員至本校總務處進行追查，以確保其 ISO 品
質管理系統之有效性。
2.每年進行 2 次内部稽核作業
每半年召集稽核小組經由內部稽核程序，適時發現問題，並採取改正及矯正
措施，以維持各項作業之符合性。
3.定期召開管理審查會議及業務會報
會議及會報重點為陳報内、外部稽核結果，檢討各單位品質目標，針對顧客
抱怨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提出檢討及改善策略。
4.配合各業務主管機關評鑑作業
教育部、國有財產署、審計部、財政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單位對本
校總務處財產、財務管理及營繕工程品質進行查核及評鑑。

(二)持續進行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
1.總務處年度顧客滿意度調查
本校總務處自 93 年起，每年 12 月中旬透過網路問卷，依調查結果考評各單
位發展計畫實施成效，並藉由問卷內顧客所提意見，了解顧客需求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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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改善服務品質之依據。
2.各專項業務定期辦理滿意度調查
本校總務處要求各單位針對各專項業務辦理滿意度調查，以及時掌握各項業
務執行情形，並陳報統計分析結果，統計分析中若發現異常情形者，必須進
行改善。

(三)營繕組新建、修繕工程品質進度管理
配合各項工程推動進行，建立年度品質目標，具體執行措施概分如下：
1.修繕工程品質評鑑制度。
2.查核金額以上新建工程之品質督導(工程專案督導小組)。
3.查核金額以上新建工程之品質查核(上級機關)。
4.查核金額以上新建工程之品質查核(工程主管機關)。
5.未達查核金額工程之品質督導。
6.本校總務處顧客滿意度調查。
7.公共工程品質五項指標評量。
8.成立工程聯合抽查小組抽查各施工中之工程品質及進度
(1)抽查重點：先查監造是否在場、昨日及今日施作何工項；再查文件，包含
監造日報表、施工日報表、監造查驗表、施工廠商自主品管檢查表、材料
進場紀錄表等。
(2)日報表應於隔日中午 12：00 送達或 e-mail，用印文件得後補(3 日內)。
(3)小組預定由股長及幹部擔任。
(4)案件抽查由總務處秘書室抽籤後通知營繕組聯合抽查小組進行抽查。
(5)抽查時承辦人及相關單位應到場，並列入工程品質查證紀錄表。
9.將預約式修繕工程滿意度納入年度品質目標，修正停電品質目標評分方式。

(四)製作總務處年報
每年年終由各單位提出業務報告，彙集各項作業成果，除可展現總務處業務績
效並藉此回顧省思作為下一年度改進或再努力成長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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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學術研究創新是本校辦學的宗旨與發展重點之一，為加強研究的全面規劃，推動群體
研究，並整合研究資源，本校於 85 年 4 月 1 日成立研究發展委員會，並於 97 年 8 月 1
日更名為「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 21 世紀的願景是「亞洲頂尖、世界一流」，為達到此目標，研發處積極
推動全校學術研究發展，進行全面規劃，強化研究基礎建設與產學合作能量，整合
校內資源，以推動群體研究，積極培養優秀的基礎研究人力，鼓勵各領域的全面提
升發展與重點突破，藉以吸引國內外頂尖人才，擴大智慧財產衍生金額，確保本校
在國內外學術研究領先的地位與永續發展。其使命如下：
(一)鼓勵前瞻與創新研究，積極參與國際研究合作，吸引國內外頂尖人才，營造有
利研究環境，提昇國際學術競爭力。
(二)積極協助本校教研人員獲得政府與企業的研究經費，建立校方、計畫主持人及
計畫人員三贏之人力資源及計畫管理機制。
(三)加強產學合作與交流，鼓勵教師積極從事國家新資源與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提供各種專利與智財管理支援，以促進新科技產業的誕生及本校之永續發展。

二、現況說明
本校研發處置研發長 1 人、副研發長一至二人，協助學術研究之規劃、推動、
技術移轉、產學合作及其他研究發展相關事項。設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11 人由
校長就各學院專任教授或研究員中聘兼之。目前研發處下設企劃組、產學合作總中
心、研究計畫服務組、研究倫理中心，另設醫學院研發分處綜理該學院之研發事務。
各組主要職掌分別如下：

(一)企劃組
1.整合本校研究資源及推動重點研究。
2.研究發展相關規章制度之修訂研議。
3.執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相關業務。
4.執行「頂尖大學策略聯盟與國外頂尖大學學術交流合作試辦計畫」。
5.協同審查教學研究單位之評鑑、增設、變更、合併、停辦等計畫。
6.辦理跨院系貴重圖書、儀器設備申請計畫之審核與追蹤。
7.辦理跨國研究合作計畫申請與補助及科技部國際合作計畫補助相關作業。
8.推動本校與各國國際研究合作事宜。
9.協助安排國外研究團隊來校參訪事宜。
10.全校貴重儀器共同使用中心。
11.全校性研究空間分配管理。
12.辦理新進教師創始研究經費及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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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辦理學術績效獎勵之申請與審核。
14.專案計畫教師研究人員審查。
15.國內各學術研究獎項申請。
16.辦理邁向頂尖大學策略聯盟會議及相關事務。

(二)產學合作總中心
1.產學媒合
(1)作為民間企業產學合作媒合窗口，活絡產學關係。
(2)建立研發成果的產學交流平台，積極促進產學合作。
(3)引介適當之教師或研究團隊予企業，提供顧問媒合服務。
(4)協助辦理教師與業界產學合作廠商合約簽訂及智財權約定事項。
2.智權管理
(1)協助校內教師專利之申請及維護管理。
(2)活絡專利授權、專利(構想)讓售等業務。
(3)提供校內師生智慧財產權諮詢及教育訓練課程。
3.技術移轉
(1)探勘及協助校內具市場潛力之研發成果進行技術移轉。
(2)辦理成果發表會、產學相談活動、智財權宣導與研討會。
(3)協助校內教師辦理研究成果授權業界使用與授權管理等。
4.新創企業
(1)鼓勵團隊利用研發成果成立新創企業，並協助研發團隊爭取外部資源。
(2)提供進駐廠商整體的營運管理、技術諮詢服務及基礎設施。
(3)協助進駐廠商進行中長期事業規劃與發展，以及引進事業合作夥伴。
(4)媒合育成培育企業與校內研究資源結合，以落實產學合作。
(5)與「臺大創新育成公司」合作，並適時、善用其投資機能。

(三)研究計畫服務組
1.辦理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公告、申請、簽約及請款等相關行政業務。
2.辦理計畫項下人員聘僱及證明核發作業。
3.規劃及維護計畫人員差勤管理系統及機制。
4.研修產學合作計畫及計畫人員相關行政管理法規。
5.建置及維護計畫服務組網站、各項計畫及聘僱人力資料庫。
6.辦理研發替代役申請、管考及網站維護作業。
7.辦理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吳大猷獎等獎項申請及相關作業。
8.辦理大專生研究計畫及大專生創作研究獎等業務。
9.其他產學合作及研究計畫相關配合行政事務。

(四)研究倫理中心
99 年 1 月至 101 年 12 月執行國科會(現為科技部)之「人類行為研究倫理與人
體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計畫」，已建立非生醫類研究計畫倫理審查機制，提
升對研究參與者人權之重視，並於 100 年成立研究倫理中心，作為行政支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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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研究倫理中心支援下，100 年起陸續成立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
會、研究倫理評議與諮議共 3 個委員會並持續運作中，督促本校各項研究之進
行符合國際倫理規範，落實「保護研究參與者即是促進學術永續發展」的概念。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延續本校累積動能及雄厚實力，持續建構優質學習研究校園，依循“均衡發展、
重點突破”之理念，發展前瞻創新研究並強化研發成果運用。慎選具國際競爭力或
解決社會永續發展重大問題之領域，積極延攬國外傑出人才與培育校內傑出年輕學
者，配合國家未來發展所需之新興產業及重大政策，協助國家社會永續發展。透過
前瞻計畫挖掘新興領域，參與國際頂尖大學或頂尖研究機構合作研究計畫或合設研
究中心，帶動本校研究全面提升，以追求「亞洲頂尖、世界一流」之願景。

持續建構優質學習研究校園

亞洲頂尖、世界一流
均衡發展、重點突破

延續本校累積動能及
厚植之雄厚實力

厚植實力

延攬國外人才
慎選具國際競爭力或解決社
與培育校內傑
挖掘新興領域
會永續發展重大問題之領域
出年輕學者
參與國際頂尖大學或國內外頂尖研究機構
組織對組織合作或合設研究中心

發展前瞻創新研究
強化研發成果運用

增進人類福祉
協助產業發展

四、 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加強人才培育，發展前瞻創新研究
在前瞻創新研究方面，推動優勢重點領域拔尖、前瞻研究領航、學術生涯發展、
培育年輕學者、國際合作研究、促進產學合作、補助新進教師學術研究等具體
作法(如圖 1 及圖 2)，加強培育年輕學者以充分發揮研究潛能，提升本校研發
創新品質與國際學術界能見度。在研究能量提升方面，補助優秀博士後研究人
員與研究技術人員，鼓勵教研人員發表學術研究成果及積極從事有益於國家新
資源及新技術的開發及應用，以提升本校整體學術研發創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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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award

臺大講座教授
NTU Chair Professors

Individual
Team

funding support

age
group

特聘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學術研究績效獎勵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
30

40

50
60
學術研究生涯發展研究計畫 ：配合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計畫
桂冠型研究計畫 Laurel Award ―matching for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MOST)
學術研究生涯發展研究計畫
深耕型研究計畫 Investigator Award
補助新進教師學術研究計畫
Initiative Research Grant for New Faculty Members
博士後研究員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
前瞻研究領航計畫/Cutting-Edge Steering Research Projects

優勢重點領域拔尖計畫/Excellent Research Projects

圖 1：學術卓越行動方案

圖 2：加強人才培育與發展前瞻創新研究，躍升國際學術研究重鎮
1.前瞻創新研究
(1)優勢重點領域拔尖方案—整合跨領域尖端研究
A.七大研究中心：本校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項下，建置人文社會高等
研究院、新興物質與前瞻元件科技研究中心、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
心、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及
分子生醫影像研究中心等具世界頂尖研究發展潛力的整合研究單位，並
建置核心實驗室，發展相關研究。
B.優勢重點領域拔尖計畫：慎選優勢重點領域，推動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
畫，已執行三梯次「優勢重點領域拔尖計畫」
，研究領域涵蓋人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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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自然、工程電資與生命醫農。未來將在現有跨領域合作團隊基礎
上，持續激盪出創新的尖端研究。
(2)前瞻研究領航計畫—發掘新興特色領域：積極建立發掘新興領域的機制，
發展具區域特色之跨領域研究。以校內優秀團隊為基礎，期能協助國家經
濟發展、解決社會永續發展之重大問題，據以推動前瞻研究領航計畫，鼓
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進行前瞻及創新性之研究。計畫類型分別為：
新聘頂尖教研人員創始研究計畫、前瞻及創新性研究計畫、前瞻研究基礎
設備改善。
(3)學術生涯發展計畫—拔擢優秀研究人才：為激勵本校教師，長期致力於重
要領域課題之原創性研究，充分發揮研究潛能，期使在尖端極重要領域研
究上具有領導至地位，推動學術生涯發展計畫，分為兩類：深耕型研究計
畫(本校 45 歲(含)以下具潛力之學者)；以及配合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
計畫之桂冠型研究計畫。
(4)培育傑出年輕學者—協助新聘教師推動研究：建立一所頂尖大學不但需要
延攬優秀教師，更需要協助新進教師快速站穩腳步，確立研究方向，加入
或建構研究團隊，並逐步建立國際聲望。為協助新進教師迅速建立研究環
境，並鼓勵展開各項學術研究，訂定「補助新進教師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補助項目分為：A.創始研究經費：到校一年內之專任教師均可提出
申請，補助其購置研究設備、儀器或圖書。B.專題研究計畫案補助：到校
一年內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之新進助理教授。
(5)國際合作計畫—積極與國際研究團隊接軌：為提升國際能見度，成為國際
學術研究重鎮，推動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參與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
之研究團隊進行前瞻創新研究，補助以下三類國際合作計畫：A.參與科技
部國際著名學術機構在校內合設研究中心計畫者；B.獲科技部補助推動雙
邊合作之計畫(補助經費 200 萬元以上)者，且為跨領域所組成之研究群；
C.本校與境外頂尖大學簽訂有策略聯盟之合作研究計畫者。
(6)促進產學合作計畫—帶動國家產業發展：為鼓勵教師積極從事有益於國家
創新技術及資源之開發及應用，並充分提供各種專利及其他智慧財產管理
的支援，以促進新科技產業的誕生。分為以下兩類補助：A.促進產學合作
先導型研究計畫；B.凡承諾以本校產學合作策略聯盟規劃書所規劃提供經
費達 5,000 萬以上，在本校執行之產學合作計畫。
2.提升研發能量
(1)補助優秀博士後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厚植基礎研究人力：優秀人力
是卓越研究的第一要素，本校積極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
以厚植基礎研究人力，並以專案計畫教師吸引優秀博士後研究人員留校任
教。同時建立研究技術人員聘審及彈性薪資制度，以提升服務績效，支援
學術研究。
(2)研發創新傑出獎—增進創新產業發展：為鼓勵教師積極從事有益於國家創
新技術及資源之開發及應用，對於教師在其學術領域研究中有突破性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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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專利者，或具有市場產值潛力可轉移至業界者；在校內開發之創新技
術，藉由產學合作或自創公司方式已成功轉為商品者；研擬之策略或措
施，成功的促使校內創新技術為企業所運用，並藉與夥伴或其他關係促進
區域或國家經濟發展者，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研發創新傑出獎辦法」，頒
發研發創新傑出獎，藉以鼓勵教師及研究人員從事新技術之創新研究。
(3)學術研究績效獎勵—淬礪研究品質：依「國立臺灣大學學術研究績效獎勵
辦法」及「國立臺灣大學學術專書出版獎勵審查作業要點」，辦理專任教
師及研究人員期刊論文及學術專書之績效獎勵，獎勵項目包含：學術研究
整體表現、學術專書、學術專書內之專章、高引用論文及研究計畫管理費
總額逾 50 萬元者。

圖 3：1997-2014 年本校 SCI 及 SSCI 文獻逐年進步情形

圖 4：2003-2014 年本校被高引論文篇數成長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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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構優質研究環境—支援學術研究
A.卓越研究大樓：期提供完善空間，廣納世界一等人才，凝聚多元研究能
量，蘊育前瞻思維，推動領航研究，攀登學術高峰，使本校發展為世界
研究之重鎮。
B.全校性動物研究中心：建置完善的動物實驗環境，提升動物照護品質，
落實動物人道管理，促進師生以更符合國際研究標準的條件進行動物實
驗，進一步推動我國生技研究發展，迎接生物科技時代的來臨，期使本
校成為全球頂尖之生技研究重鎮。

(二)強化研發成果運用，協助產業及社會發展
本校為提升產業技術、促進經濟發展、建構永續社會，以圖 4 之產學合策略與
具體措施，強化產學、專利、技轉與創新，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提升產學
合作鏈結與能量、優化專利品質、擴大智慧財產衍生金額、鼓勵並協助發展校
園衍生新創事業。

圖 5：本校產學合作策略與具體措施
自民國 90 年科技基本法成果下放以後，本校研究人員研發成果可透過校內機
制申請專利，截至 103 年 12 月為止本校已累計約 1298 件獲證專利，包括中華
民國、美國為主的世界各國專利。專利量提升後，98 年起轉而致力專利品質
和行政服務效率的提升，103 年下半年起推廣兩階段專利申請政策，希望提升
申請效率、降低成本以及延長正式案的準備期，以有助於後續成果授權業務之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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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發成果與專利技術推廣方面，本校依照專業領域分工之模式，將學校之研
發能量分為生醫農健、機能材化、資電通光三大領域，由相關背景之專業經理
人協助教師進行智慧財產權佈局及推廣。為加速技術擴散以強化技術移轉與媒
合的效益，99 年建立技術交易網(http://ntu.eipm.com.tw/)，整合全校技術能量、
主動公開研發成果與專利技術，透過網際網路達到技術/專利推廣之宣傳效
果，吸引廠商進行技術合作；102 年完成校內研發成果盤點及匯入技術交易網，
並加入影音推廣功能；103 年持續優化交易網功能，增加技術分類與熱門關鍵
字搜尋，讓廠商有更方便清晰的管道了解本校研發成果，增加技術授權或產學
合作的機會。智慧財產衍生收入自 94 年 24,375 千元，提升至 103 年 183,711
千元。近三年平均每年有近 100 件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含軟體)，由企業承接進
行商品化開發運用。
為持續強化產學、專利、技轉與創新，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提升產學合作
鏈結與能量、擴大智慧財產運用與衍生利益及支持校園衍生新創事業永續發
展，本校將不斷精進及優化本校專利、技轉與產學政策，具體執行措施如下：
1.維繫技轉夥伴關係
(1)定期舉辦交流會與校內教師溝通並協助解決問題。
(2)舉辦產業交流會，與業界保持緊密關係，即時了解產業需求。
(3)建立與校友連結的網絡，善用校友資源。
(4)與公會及技術服務業者連結，利用各管道多方行銷推廣本校技術。
(5)針對企業需求或聚焦式主題舉辦媒合活動，讓業界了解本校的技術。
(6)由熟悉產業市場的專案經理主動出擊，為教師找尋及媒合技轉廠商。
2.專利
(1)推廣並鼓勵教師善用美國先期專利申請制度保護其研發成果。
(2)專利申請與技轉策略緊密相連(教師申請美國先期專利時期，校方即啟動
協助教師進行技轉推廣)。
(3)舉辦專利初階與進階課程，或透過交流會宣導，讓教師更了解專利，提升
專利品質。
(4)優化本校專利資訊平台，暢通廠商搜尋本校專利的管道。
(5)定期針對既有專利進行盤點，持續推廣以找尋技轉對象；並制訂相關配套
機制，適當評估及處理已獲證專利。
3.新創企業
(1)制訂研發成果衍生新創事業法規及相關機制，鼓勵本校研發團隊利用研發
成果成立新創企業。
(2)鎖定特定研究領域衍生新創事業(如協助 NTU SPARK program 在製藥及醫
療器材領域)。
(3)招募具新創公司經驗之業界人士負責協助與輔導具創業潛力之團隊衍生
校園新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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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
(一) 優勢重點領域或研究中心趨向世界一流。
(二)培育傑出年輕學者，在尖端科技具有領導地位。
(三)強化研發創新品質，協助產業及社會發展。
(四)積極參與國際研究合作，提升國際學術界影響力與能見度。
(五)跨國性學術單位的設立及實質交流合作之成形。

建構優質
學習與研究
校園環境

頂尖期刊
智財金額
數量倍增

亞洲頂尖
世界一流

貴重圖書儀器
培育傑出年輕學者 優勢重點領域拔尖
卓越研究大樓
學術研究生涯發展 計畫
前瞻研究領航計畫
實驗動物資源中心 計畫
與國外著名公司或
研究技術人員
博士後研究員
學術研究績效獎勵 研究機構在校內合
設研究中心
產學合作計畫
與國外著名大學訂

國際學術
研究重鎮

 年平均至少10篇自
然科學期刊論文
 年平均500篇高被
引論文
 10名高被引學者
 50位傑出年輕學者
 諾貝爾獎得主

定策略聯盟，進行
廣泛合作研究

六、考評
類別

學
術
研
究
面
向
產
學
合
作
面
向

考評項目

103 年

預計目標值

SCI 論文篇數

4,982

5 年後成長 10%

SSCI 論文篇數

505

5 年後成長 10%

平均每位教師被引用數

74.5

5 年後成長 20%

高引用論文篇數

394

5 年後共 500 篇

產學合作經費

60 億

5 年後成長 5%

非政府部門產學合作經費

5.4 億

5 年後成長 5%

技轉收入

1.8 億

5 年後成長 50%

※ WOS 2012 年起改以期刊出版年統計
※ 2014 年論文完整統計數據預計於 2015 年 3-4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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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一)總體目標
超越臺灣、亞洲的地理界限，透過全球學術交流合作，促使師生成為讓地球村
更美好的世界公民，也同時促使臺大成為與全球接軌的一流世界大學，此為本
校之國際化願景。國際事務處(以下簡稱國際處)綜理本校的國際學術交流事務，
對內，以行政策略及服務，與本校「創新知識、培育人才、貢獻社會、創新創
業」四大使命結合，全方位紮根深耕國際化；對外，以國際化為觸媒種子，透
過各項合作交流，實現本校成為「華人頂尖、世界一流」的願景。

(二)功能簡介
國際處對外推動本校與國際著名高等教育機構合作交流、主持締約談判、參與
國際組織。以此作為主導力量，國際處對內統整全校國際事務，負責國際訪賓
接待、教研人員支援、行政人員培訓、英語課程規劃、國際學生招收、國際學
生輔導、交換學生計畫、訪問學生計畫等業務。由此促進學生、教研人員、行
政人員的國際化，以建構本校成為一所高度國際化的卓越研究大學。

二、現況說明
(一)國際交流
1.姊妹校關係建立與交流計畫簽署
本校目前在全球 5 大洲、61 國有 488 所姊妹校，簽署 1,158 項學術交流相關
協議書。有 411 項交換學生計畫合約、30 項交換教授計畫合約、65 個跨國雙
聯學位計畫合約。
2.國際組織參與及貢獻
本校目前參加之國際組織計有 APRU(環太平洋大學聯盟)、AEARU(東亞研究
型大學協會)、ASAIHL(東南亞高等教育協會)、UMAP(亞太大學交流會)、
SATU(臺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EPU(歐亞－太平洋學術網絡)、
CAPs(亞洲大學校長論壇)等 7 個，並在其中多個組織扮演重要角色，主辦各
項活動。
3.國際訪賓接待及本校師長出國訪問
近 3 年間每年有千人來校進行訪問，大量訪賓對本校國際聲譽宣傳已產生飛
輪效應。針對重點國家或區域，每年安排校長及高階主管出訪，以鞏固合作
關係。下階段以策略性宣傳本校意象為目標，設定策略重點姊妹校，一方面
核心區域之合作效益極大化，同時持續深化既有之合作關係。
4.國際學人服務
97 年起，陸續完成校內資源整合、專屬英文網頁生活資訊提供、國際學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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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定期更新、個案服務流程設立、提供相關諮詢、禮賓學生服務、接待要點
訂定等，有效提升國際學人在校之接待品質。

(二)海外教育
1.訂定｢國立臺灣大學辦理本校學生赴境外研修要點｣及「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出國
修課學分採計要點」
為鼓勵本校學生至境外研修，以因應國際潮流，並落實國際化政策，特於 102
年訂定｢國立臺灣大學辦理本校學生赴境外研修要點｣及「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出國修課學分採計要點」，以作為本校院、系、所、研究中心推動各項海外
教育計畫之依據，並進一步規範學生於海外研修期間所須選修之最低學分數，
增強實質學術交流目的之外，鼓勵學生將所修學分帶回採計。
2.海外教育計畫推動
每年 11 月中旬配合本校校慶活動，舉辦｢國立臺灣大學海外教育展｣，推廣本
校海外教育計畫，邀請姊妹校代表、來校交換學生、出國交換學生等代表學
校設攤，並結合暑期招生說明會及交換學生計畫甄選說明會，讓全校師生透
過教育展的機會了解各式海外教育計畫，達到深耕的目標。此外海外教育計
畫相關業務均透過行政 e 化系統進行，提升行政效能。
3.海外教育計畫現況
本校海外教育計畫，包含交換／訪問學生計畫、海外暑期課程、海外短期課
程及海外服務學習等。除海外服務學習之外，均由國際處主辦，近 5 年出國
學生統計如下表。
近 5 年出國學生成長情形
學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交換生

641

647

664

715

706

訪問生

35

42

43

40

54

暑期生

323

312

332

282

250(統計中)

短期生

-

-

97

180

79(統計中)

總計

999

1,001

1,136

1,217

1,089(統計中)

成長率

-

0.2%

13.5%

7.1%

(1)交換學生計畫：本校之交換學生計畫涵蓋 47 國、351 所學校，共計 561 項
協議，每年提供超過 1,000 個交換學生名額，讓本校學生前往姊妹校研修
一學期或一學年。
(2)訪問學生計畫：為了提供本校學生更多出國學習的機會，國際處另開發訪
問學生計畫，讓本校學生得以自費方式，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
院、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等知名學府，短期研修一學期
或一學年。目前本校訪問學生計畫，涵蓋美國、英國、日本、西班牙、澳
大利亞等 5 國，共計 13 所學校。
(3)海外暑期課程：本校與國際名校如美國賓州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德國漢堡大學、海德堡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合作海外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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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程依屬性分為「語言與文化課程」
、
「暑期學分班」
、
「暑期研究計
畫」三類。目前提供的海外暑期課程，涵蓋超過 15 國、90 校、10 種語言、
100 項課程，學生可於暑假期間赴國外學校進行 3-6 週的短期研修。
(4)海外短期課程：除了暑假期間之外的海外研修機會，現本校各院系所逐漸
發展出專業領域(含實驗室)實習以及各式短期課程，另外，國際處也與姊
妹校洽談冬季、春季等短期課程機會，例如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冬季短期
課程、日本名古屋大學春季短期課程等。除了短期課程之外，亦與美國加
州大學爾灣分校、日本琉球大學合作開設海外訪問實習計畫，提供學生學
期研修以外的海外學習機會。

(三)國際學生方面
1.國際學生招收
本校由國際處所招收國際學生，包含學位生、雙聯學位生、交換生以及訪問
生 4 大類。近 5 年來校國際學生數統計如下表，除雙聯學位生的招收仍努力
突破中，其餘 3 類皆呈正成長趨勢。
近 5 年國際學生成長情形
學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學位生

635

613

647

677

722

雙聯學位生

45

169

128

130

96

交換生

759

853

961

1,033

1,237

訪問生

82

115

153

184

197

總計

1,521

1,750

1,889

2,024

2,252

成長率

6.81%

15.06%

7.94%

7.15%

11.26%

2.國際學生照顧輔導
鑒於快速成長的國際學生數，統籌協調國際學生之照顧輔導，除提供一般性
服務外，整合校內各單位，共同提供國際學生所需資源，以符學生所需，為
一重要工作。
(1)辦理迎新系列活動：接機服務、宿舍入住服務、校園導覽、迎新說明會、
志工相見歡、註冊、迎新晚會等系列活動。
(2)國際學生迎新專案組員：為迎接日益增多的國際學生，並提供本地學生與
國際學生互動交流機會，每學期固定招募諳外語之學生參加此專案，協助
辦理各項國際學生活動。
(3)國際學生接待志工：提供國際學生一對一志工，每學期辦理志工培訓、訓
練及座談會。
(4)辦理各項國際學生活動：輔導並補助各項活動辦理、協助並補助社團獨立
辦理活動。自 104 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 Welcome Mix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活動，為本校學生與國際學生，提供文化交流與互動的平台。
(5)國際學生急難事件處理：重要校園資訊翻譯並轉發，成立國際學生緊急急
難小組成員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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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教育中心方面
1.改善國際學生修課環境
本校目前每年約有 800 門英語授課專業課程，為提供國際學生華語及英語通
識的需求，國際處與校內相關單位合作，建置一般華語、應用華語及探索臺
灣系列課程，滿足國際學生來臺修課的需求。
2.建置國際暑期課程及姊妹校專班
為吸引更多優秀國際學生來臺大短期研修，整合校內資源並與學術單位合作，
國際處建立 NTU Plus Academy 國際短期課程，由 2010 年只有 NTU Summer+
暑期課程，成長至目前全年皆有開設課程，共多達 20 多個 plus(每個 plus 指
不同特色的課程，其意涵為可無限拓展延伸之意)，涵蓋中文、實驗室研修、
生物多樣性、生物科技、管理、國際法、社科、生科、土木及翻譯等，未來
還會持續開發更多元化的領域。
此外，國際處亦依姊妹校需求量身訂做專班課程，以增加姊妹校學生來臺大
研修的機會，目前有加州/加州州立大學專班、香港中文大學專班、香港教育
大學專班、日本千葉大學專班及日本早稻田大學專班。
近 5 年來校短期學生數統計如下表，課程數及學生數皆呈正成長趨勢。
近 5 年國際短期課程成長情形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預估)

短期課程班數

10

21

24

25

26

短期課程學生

303

391

491

720

750

成長率

-

29.04%

25.58%

46.64%

4.17%

(五)現有問題分析
1.國際合作發展
國際處成立後，本校姊妹校數量與日俱增，目前近 500 所姊妹校，超過 1,100
項學術交流協議。合約中，一般性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超過三分之一、一般
性姊妹校協議書超過一半，仍待發展多種實質長期性創新合作樣態。國際處
主要負責計畫與學生相關者，包括交換學生、雙聯學位及暑期班計畫等，對
於促進教師國際交流合作計畫，並深化姊妹校實質關係者相對較少，仍有待
深耕。
2.學生流動
(1)本校學生出國：本校此前所揭「大學部學生三分之一要有出國經驗」的目
標，是國際處所致力達成的方向，故持續積極開發送本校大學部學生出國
管道，最新的計畫種類如海外短期課程及海外訪問實習等。迄今為止，本
校每年可送出超過千名學生出國，已近目標值 1,300 名。惟目前本校學生
有興趣交換之標的學校過於集中在歐美名校，未來將增進學生對非主流地
區、國家、學校的認識，讓本校學生的海外學習經驗更加豐富多元。
(2)國際學生招收：配合教育部政策，本校近年來致力於國際學位生的招收；
但在學生品質至上的原則下，又缺乏足夠的專業英語課程與吸引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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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的誘因，每年實際招收之新生人數遠低於可招生名額上限，此方面，
仍有開拓空間。
3.國際事務品質
(1)國際事務人員流動：國際研究合作的發起多半在於學校教師，而其他國際
事務的推動與執行則仰賴負責國際事務的行政同仁，故其自身之經驗與相
關知能是學校是否能順利推動國際化業務之關鍵。職是之故，在大部分
OECD 國家，高等教育國際行政(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均為
專業領域，有專門的碩士及教育博士(Ed.D)課程，在校內受到相當的重視。
反觀本校，由於薪資結構及其他種種原因，本校國際事務相關人員流動率
過高，以設置 30-35 位上下(每年略有不同)行政人員的國際處為例，過去 5
年間，即有超過 30 位同仁離職，各院國際事務單位情形亦類似。此現象
對於專業知能的累積及對外關係的建立殊實可惜。如何發展多元留才機制，
亟待思考。
(2)國際合作項目品質檢驗：過去 5 年，國際處積極開發國際合作項目，包括
學生交換與暑期班計畫、參與或舉辦大型會議、教育展等。除了基本量化
指標外，尚待開發其他品質相關評量指標，用以深入檢視所投入資源是否
具效益、是否與政策目標相符。
(3)校內行政流程整合：校內行政資源整合是國際處過去 5 年努力的目標，如
國際學生註冊報到、國際學人接待服務的流程，均朝整合校內資源、建立
單一服務平台目標逐年精進。然而，校內尚有許多其他國際化相關行政業
務有待整合，如何讓行政服務達到效能最佳化、合理化，有賴校內各相關
單位集思廣益。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國際處於 96 年正式成為校內一級單位，過去 5 年間，國際處致力於國際事務
「量」的擴充，不論是合作計畫數目、學生人數、乃至行政人員數量，均有顯著之
提升。然而，如同 AQEE 教育政策模型，除了量(Access)的提升以達成目標，並須
同時顧及品質、公平、平等原則。故在下一階段，將著眼於「質」的提升，包括：
檢驗並提升現有工作項目的品質、深化特定國際交流項目、並開發有實質影響力及
效益的新國際合作計畫。
(一)提升本校國際影響力及能見度。
(二)拓展多元國際合作。
(三)提升國際學生質與量。
(四)提升國際行政服務品質。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建立臺大國際學術品牌
1.跨校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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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家政策，擬與國際一流學校結盟，以機構對機構的國際合作模式，運
用校內學術資源，結合獎學金、教授跨國教學機制，建立具有國際獨特性之
合作模式，以促進學生流動、鼓勵跨國、跨領域教學及研究合作及合設跨國
學位學程為主要目標。以本校與日本筑波大學、法國波爾多大學之「無國界
校園」(Campus in Campus)為例，除一般性學生交換外、亦推廣課程資源共享、
創新創業合作、三國聯合學位學程等整合性合作。
2.開設短期課程
短期課程創造許多國際學生來臺大短期研修的機會，為建立學校品牌形象及
行銷學位課程的有效手段之一。擬整合校內的學術資源，結合語言、文化、
專業研究領域課程，開發多元化的國際暑期課程(NTU Summer+ Programs)。
以此模式為基礎，未來擬進一步發展 Spring+或 Winter +等短期課程。
3.國際組織重點參與
本校參與多個國際組織，將從中選擇重點發展，以集中資源深化交流並於各
組織擔任核心成員，參與決策。目前預定將主辦 2018 年 6 月的 APRU 校長
會議及 2018 年 10 月的 AEARU 年會，並重點鼓勵本校相關單位爭取辦理專
業活動，開闢新的跨國合作平台，另方面爭取擔任國際組織理事會會員，提
升本校在全球高教交流之貢獻度與能見度。同時，國際處將積極爭取於三大
教育者年會(APAIE、NAFSA 和 EAIE)發表之機會，藉由教育者年會之機會
分享本校國際化成果，增加高等國際教育圈內之知名度。

(二)深化重點姊妹校合作
本校目前有近 500 所姊妹校，然同前所述，實質合作的姊妹校數量有待提升，
今後並發展整體性策略規劃。重新檢視各個姊妹校之交流狀況後，本校選定東
京大學、京都大學、北京大學、德國漢堡大學、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等五
校做為第一階段重點交流合作對象，策略性強化現有合作，並扶植新的合作項
目，以有效增進本校於全球之學術實力，並藉由特定合作計畫提升本校全球知
名度，打造學術品牌。
1.建立交流平台
建立國際合作的第一步是建立關係，故將利用活動與會議的形式，協助本校
教師與重點姊妹學校之教師建立關係，如 2014 年 9 月即將舉行之京大-臺大
會議、2014 年 11 月起連續 3 年之 NTU-UIUC Global Issues Forum、臺大-北
大日互訪交流等。
2.教學合作
相較於牽涉經費與專業技術的研究合作，對教師而言，建立教學面的合作較
為容易，也能對學生有更多影響力。因此，擬由和重點姊妹學校之交換教授
合約開始，鼓勵雙方教師於對方學校交換時進行講學；而後進一步建立遠距
課程、合設課程或 MOOCs 課程等。
3.重點扶植潛力合作計畫
一般教學與研究合作計畫建立之初，合作雙方均需投入一定程度之資源。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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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點姊妹校中，以 seed funding 的形式，扶植有潛力之合作計畫，提供必
要之經費與行政協助，以期合作計畫能順利成型，並移植類似合作模式至其
他教學與研究合作計畫。
4.建立跨領域國際整合型研究中心
於合作計畫成形後，為進一步打造國際研究品牌、並強化研究能量，擬針對
不同主題，成立跨領域國際研究團隊，以本校與重點姐妹學校之合作教師共
同之合作主題為軸，進行跨領域國際整合型研究，以解決現今社會問題為研
究目標。以本校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為例，兩校合作之 Global Issues
Forum 主題為「Smart Cities, Healthy Cities」，議題內包括城市空間、老齡化、
交通、環境、網路科技、食物供應與安全與醫療等議題；若兩校教師合作順
利，本校擬進一步成立相關之整合型研究團隊(例：智慧與健康城市研究中心)，
將上述各領域加以整合，進行跨領域跨國之研究合作，並帶入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之研究能量，將 Smart Cities, Healthy Cities 作為兩校於國際間研究品
牌，吸引更多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學者加入，滾動更多研究能量。

(三)開發新國際合作模式
國際處以往主要推動之國際合作項目為姊妹校締結與學生交換。除姊妹校關係
與學生交流持續發展外，開發並推動新的國際合作模式，是未來推動重點。未
來 5 年將嘗試開發並推廣更多元國際合作模式，提供本校師生更多和國外學校
接觸的角度與機會，並由專責單位，負責開發新合作模式與機會。
1.創新創業合作
創業(entrepreneurship)是近年世界各大學重點發展項目之一。臺大近年來發展
出了創意創業學程、臺大創聯會、NTU Garage 等和創意創業相關之項目，並
積極輔導學生創業。國際處擬與上述等單位合作，以建立與國外學校創新創
業計畫之合作機會。
2.海外訪問實習計畫
海外訪問實習為海外名校近年逐漸擴大推廣之國際交流項目之一，類比訪問
學生計畫模式，學生於姊妹校研習課程後，由姊妹校引介至當地企業實習，
可更深入了解當地的社會與文化，並汲取海外工作的經驗，對於學生的成長
與將來就業皆有幫助。預計未來 5 年擴張此類型計畫，與姊妹校進一步合作，
培養本校學生海外經驗。
3.多元短期海外課程
國際處過去幾年致力於推廣暑假短期赴國外學校進修，然部分姊妹校所開設
之專業課程並不限於暑假期間，尤其南半球姊妹名校或學期制度不一的情形
愈趨明顯，未來擬加深與各姊妹校之間的實質交流，廣化海外教育計畫管道，
擴大開設海外短期課程。
4.雙聯學位
本校過往常態性之雙聯學位計畫數量偏少，實際參與人數亦不多。隨著國際
雙聯學位學生入學作業系統的建製與申請流程簡化的完成，未來將鼓勵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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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積極與姊妹校簽訂各式雙聯學位計畫，提供學生更多元的選擇。
5.姊妹校專班
為增加與國外學校合作的機會，提高國際學生來臺大研修的機會，擬積極開
發姊妹校專班，提供量身訂做課程，符合學生需求的時程及課程內容。

(四)開拓國際學位生市場
1.海外校友會合作
本校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在各地之影響力與人脈不容小覷。國際處 102 年初
次與印尼校友會接觸，成功收到校友會推薦之 7 名頂尖高中生申請本校大學
部，且全部錄取。未來擬以相同模式，與其餘各地校友會合作，吸收各地與
臺大有淵源之頂尖高中生前來本校就讀。
2.海外優秀高中合作
為吸收海外優秀高中畢業生來本校就讀，以及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除與海
外校友會持續合作以外，另與本校教務處攜手，推動海外高中推薦入學招生
報名之管道，一齊向海外優秀高中積極推廣及宣傳本校，以期招收更多優秀
國際學生。
3.歐美新市場開發
本校過往國際學位生招生主要著重於東南亞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期以較低之
學費與高品質教學研究，吸引其頂尖學生來本校就讀。未來將試圖開發過往
較少接觸之歐美學生，目標是吸引不具華僑身分之華裔學生、對中華文化有
興趣之學生、本校國際交換及訪問學生、姊妹校之畢業生等前來本校就讀。

(五)改善國際學位生招收條件
國際學位生的招收成功與否，除了學校本身的教學研究實力之外，附帶的各種
誘因也是關鍵。國際處擬逐步調整先前國際學位生招收之限制，並尋找附帶誘
因，以吸引優秀國際學生來本校就讀。同時，也會將相關資訊整理後提供給各
院系所，以供各院系所及教師自行招生時使用。
1.鬆綁獎學金制度
獎學金是國際學生選擇就讀學校重要的因素之一。過往本校獎學金制度較無
彈性，對於名額和種類皆有限制，無法有效使用於招生上。已規劃廢除舊法
另訂新獎學金辦法，以放寬獎學金使用限制，讓院系所能更自由運用獎學金。
(1)針對國際學術成績表現卓越之學生，特設置規劃「國際優秀博士生研究獎
助學金」，凡研究成果卓著之博士班新生皆可申請，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
水準。
(2)為吸引姊妹校優秀學生，畢業後選擇本校就讀，特規劃「姊妹校國際優秀
碩士班學生獎助辦法」。
(3)針對優秀國際學生來校就讀，並鼓勵品學兼優之在校生爭取優異成績，訂
定「國立臺灣大學優秀國際學位生獎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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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置符合國際學生需求課程
為提供符合國際學生需求的課程，擬運用校內資源，開發更多特色應用華語、
臺語課程及英語通識課程等，以滿足國際學生修課之需求。

(六)提升校內國際事務人員素質
強化專業知能訓練及獎勵制度：隨著本校國際化業務迅速成長，國際事務相關
人員必備知能也需同步加速提升。然本校自國際處以降，人員流動率均高，就
職後亦缺有系統訓練學習。國際高等教育行政於 OECD 各國均為一專業領域，
若能強化本校相關人員之專業能力，對於推動國際化將大有助益。身為本校國
際事務主管單位，國際處將推行以下措施：
1.藉由有系統的內訓及外訓，強化處內同仁專業知能。
2.加強對全校國際事務行政人員，提供相關訓練。
3.配合教育部國際化品質認證政策，建立國際事務相關人員獎勵機制，減少流動
率，以期厚實相關人員專業的累積。
4.與外國國際事務人員進行特定交流會議，有效提升國際事務知能。

(七)提升校內國際化相關行政品質
強化行政流程：國際處近年來與校內外各單位協調合作，致力於簡化國際事務
行政流程，並儘量以單一窗口作業，以方便本校師生同仁，如交換學生申請、
國際學人服務、暑期班等。下一階段，將持續努力簡化並整合國際相關事務的
行政流程，以國際處為平台，連結其他相關行政單位之服務，讓本校師生能清
楚知道特定國際合作項目的流程與可用資源。目前訂立的目標包括學位生及雙
聯學位生申請流程整合與放寬、外籍教師服務、國際研究合作資源整合等。

(八)強化校內跨文化溝通認知與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近年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因應全球化的趨勢，要培育大學生
的全球競爭力。而培養全球競爭力中，除了專業領域的知能外，跨文化溝通的
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亦是個頂尖學校的重點發展項目之一，各類有關
學生的國際交流活動，諸如交換學生或暑期班等，目標均是著眼於增加學生的
跨文化溝通能力。因此，將以跨文化溝通能力為核心，檢視所主辦之各式國際
交流活動之成效，並以此為目標，推動校園國際化。
1.檢驗國際合作計畫成效
近年來，本校在各項國際化量化指標，如交換生人數、國際生人數、合約數
等，均有顯著成長；未來將針對品質面及實際影響面進行系統性檢驗(如交換
生計畫對學生跨文化能力的影響、國際生在本校的學習表現及對校內學生帶
來的影響)。未來除持續「量」上的成長外，亦將針對各項目建立評量機制，
進行「質」的提升，去蕪存菁，檢視改善既有項目，並擴大成效顯著的項目。
2.鼓勵學生參與國際事務
除檢驗各項國際交流活動外，亦將鼓勵學生參與校內的國際事務，如與各學
院合作，深耕本校「禮賓學生計畫」，以醫學院、公衛學院學生發起「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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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區青年大使團」為模式之一，協助各單位辦理外賓來訪工作及接待客座
國際學人等，以拓展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同時使學生對國際化政策有所了
解，一同推廣校園國際化。

五、預期效益
(一)校園國際化及國際影響力的擴大
在現有各項交流計畫的穩定推行同時，以多元創新國際合作方案的拓展，進一
步推升本校師生的國際化，另一方面，集中資源注入重點姊妹校的策略經營，
提高國際合作的實質效益，提升本校國際影響力及能見度。

(二)國際學生質量的提升
持續開拓國際學生來校研修之多元管道，並以優質學習內容的提供、完備行政
後勤的支援、適切獎助學金資源的配置、有效國際行銷宣傳的運用，使國際學
生的質與量同步提升。

(三)國際行政服務品質的優化
在本校國際化發展願景引領下所推動之各項措施，如對本地師生及國際師生之
支援服務、於行政人力及行政資源之連結整備、於國際化校園軟硬體之提升等
等，持續導入品質管理精神，達致行政服務品質卓越。

六、考評
類別

至 108 年 7 月 31 日目標

權責單位

提升國際交流品質 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每年度平均＞3.8 分

計算基
準

國際學生組

年度

國際學生組
國際學生股

學年度

學位生申請人次每學年度成長率≧3%
學位生新生人數每學年度成長率≧3%
積極招收
國際學生

來校交換生人數每學年度成長率≧3%
來校訪問生人數每學年度成長率≧3%
國際短期專班來校人數成長至 800 人

國際教育中心

學士生參與海外教育計畫之交換生、訪問生人數成
提升本校
學生國際化

長至 600 人

培育國際
事務人才

行政人員具備以外語工作之能力≧5 種語言

國際學生組
學士生參與其他類型海外教育計畫(含暑期課程、 海外教育股
短期課程)人數成長至 350 人

學年度

綜合行政中心 年度
行政人員每年度平均學習時數≧2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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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處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一)單位功能簡介
本校財務管理處(以下簡稱財務處)於 96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目的在專責募款、
開創新事業及規劃校務基金之投資。
財務處負責業務包括：開發教學研究、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等所需財源、募款
活動事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等。為推動以上業務，財務處引進專業
管理及投資人才，將配合校內規劃，籌措所需資源。
財務處目前設有財務長一人，由財務副校長兼任，專任經理、副理各一人，組
員 4 名。並編列以下三組：
1.資源發展組：負責所有募款活動事宜。
2.財務管理組，負責項目如下：
(1)教學、研究與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2)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3)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查。
(4)各事業單位財務投資之評估。
(5)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事項。
3.新事業發展組：負責開發管理或投資臺大有關新事業，充分利用臺大資源。

(二)總體目標
以學校總體目標為中心，遵循政府財務會計法令，確保本校財務運作順暢，並
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使各項收益最大化，成為本校長、短期資金調度中心。

二、現況說明
(一)財務相關規範
財務處為使校務基金運作更具效率，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依據本校「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訂定各項辦法以為遵循。
1.收受各項捐贈，依據本校「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2.各項投資之辦理，依據本校「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3.各事業單位財務投資之評估與審查，均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
辦法」與「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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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概況
1.100-102 年簡明資產負債表
102 年
資

101 年

100 年

產
流動資產

11,171,029,810

9,845,167,989

9,914,951,846

長期投資

3,712,089,080

3,231,282,313

2,751,762,590

固定資產

27,635,978,603

26,147,808,351

25,430,339,827

其他資產

88,234,016,364

86,271,062,025

86,407,174,678

資 產 總 額

130,753,113,857

125,495,320,678

124,504,228,941

流動負債

6,808,016,807

6,345,761,435

6,682,573,618

長期負債

1,213,176,067

971,655,529

585,860,768

其他負債

88,117,873,931

85,525,228,176

85,452,758,641

負債總額

96,139,066,805

92,842,645,140

92,721,193,027

基金

16,752,693,548

16,489,206,557

16,303,023,978

資本公積

18,704,753,776

17,188,478,242

16,501,859,811

累積餘絀

-1,152,046,364

-1,167,159,565

-1,065,742,944

權益調整

308,646,092

142,150,304

43,895,069

淨值總額

34,614,047,052

32,652,675,538

31,783,035,914

負

淨

債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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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102 年簡明收支餘絀決算表
102 年

101 年

100 年

業務收入

15,115,826,510

15,443,979,228

15,013,034,239

業務成本與費用

16,379,309,068

16,632,906,393

16,103,021,670

業務賸餘(短絀-)

-1,263,482,558

-1,188,927,165

-1,089,987,431

業務外收入

1,476,640,710

1,377,941,689

1,376,671,224

業務外費用

911,477,951

970,287,145

1,027,832,036

業務外賸餘(短絀-)

565,162,759

407,654,544

348,839,188

-698,319,799

-781,272,621

-741,148,243

本期賸餘(短絀-)

(三)資源發展
1.資源發展組專責各種募款活動，以大額長期捐贈為主。近 5 年來，累計大額
捐款金額 13.44 億元；近 5 年來大額實物捐贈換算累積金額 12.72 億元，共
計 26.16 億元；102 年小額捐贈筆數達 1,483 次，捐贈金額超過 3,180 萬元。
2.為有效管理大型捐贈案件，定期追蹤進度，按時更新並與受贈單位進行檢討。
3.為符合捐贈相關規定及考量捐贈者節稅空間，收集並整理相關捐贈法規及稅
務法條，而近期尤其以稅務法條變動空間較大，因此更需密切收集相關擬修
訂稅務法條，且審慎評估其是否將影響捐贈者捐贈意願，更進一步在修法前
與相關負責之單位事先溝通，避免所修訂的法條嚴重影響正進行中的捐贈合
約適法性或後續捐贈者的權益。

(四)財務規劃
財務處財務規劃均依本校「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辦理，依本校短、中、長
期財務預算及現金周轉需求擬訂投資年度規劃。
校務基金投資小組定期召開投資小組會議，並與投資小組擬定本校投資業務方
針、政策及資產配置原則。投資小組每月開會乙次，並就當時所處經濟環境，
提供中長期投資建議，然後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通後實施。本校財務處依
上開投資業務方針、政策及資產配置原則，配合本校短、中、長期財務預算及
現金周轉需求擬具年度投資計畫，包括市場評估、投資期間、投資報酬目標、
投資組合及發生短絀時之填補等。
1.投資項目
(1)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存款。
(2)購買公債、國庫券。
(3)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股份有限公司，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取得
股權者外，得以捐贈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4)其他具有收益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資金財源以自籌收入
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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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方針如下
(1)永續基金(長期)投資方針如下：永續基金目前規模為 19 億元，在考量收益
性與長期投資較不受短期波動之影響下，以股票為主要標的，採分批投入、
定期定額方式投資。
A.MSCI 世界指數為主要標的之國內外基金與股票。
B.臺股 ETF 基金。
C.臺股高股息基金。
D.臺股高現金殖利率股票。
(2)中期資金之投資方針：期間為 1-5 年，考量中期資金需求，兼顧安全性與
流動性，建議以股票與債券等固定收益金融商品，以平衡型、定期定額之
概念操作，投資標的物如下：
A.國內計量模組基金。
B.國內投信委外操作(全權委託)。
C.臺股高現金殖利率股票。
D.臺幣定存(1 年至 3 年期)。
(3)短期資金之投資方針：期間為 1 年以下，視實際可運作之金額(不設限)進
行。本校用以應付短期變現之需求，考量國有財產局對於金融商品買賣之
法令規定，獲利必須穩定之安全需求，並有效降低閒置資金(活存)額度，
投資標的以短期資金調度工具為主。
A.臺幣定存(1、3、6、9 月、1 年期)。
B.貨幣市場基金。
C.公債附買回交易(RP)。

(五)新事業發展
1.除華語網路教學持續發展外，更開發其他新事業。
2.臺大開放式創新平臺：為促進校內師生創新研究，以及提高產學合作發展機
會，建置開放式創新平台。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財務處秉持追求本校最大利益情況下，定位為本校長短期資金調度中心。目標
為配合學校中長期發展計畫，開發資源，達到學校的中長期目標。未來 5 年將以募
集清寒獎學金及講座教授捐贈永續基金為主。此外，並將精進財務處基本功能，如
財務報表分析、衡量與控制、法規遵循與監督等。
本校財務處為強化經營績效，中程發展計畫如下：

(一)開源計畫
1.積極募款，尤其著重於永續基金之募款規劃。
2.在可忍受風險範圍內，增加投資收益。
3.增加各項業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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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流計畫
1.研擬各項成本降低方案。
2.降低各項支出。
3.落實預算制度。

四、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一)總體策略
為使財務處能順利達成發展計畫目標，總體策略為：保有傳統財務功能，同時
成為策略規劃與推動者。
1.精進原有的財務功能，以減少在財務功能的時間，能有餘裕從事更高價值的
活動。
2.人力資源之補強：財務處相對校內其他單位，人手較為不足，功能有待發揮。
為能進行積極與有效性之財務規劃及基金募集活動，在投資領域、策略規劃、
企業大額捐款及個人(校友)小額捐款、合約談判與法律等之專業人員，本校
財務處將積極網羅，使校務基金規模能持續成長。
3.參考績效卓著國外大學之作法：以哈佛、耶魯等校務基金管理績效出眾之優
秀學府，為本校財務處學習之標竿。並定期參加校務基金運作相關之研討會，
吸收他校長處並精進其作法，持續提升財務處功能與績效，以最佳標竿為努
力之目標 。
4.向主管機關建議修改各項不合時宜之法令：向主管機關建議修改各項不合時
宜之法令，使校務基金之運作更加順暢。

(二)執行方式
1.財務處各項功能分工化
(1)資源發展組
A.國內外非營利基金會之募款活動。
B.校友及年度募款(Annual giving)活動。
C.建立公司合作夥伴關係(corporate partnership)。
D.海外校友募款。
(2)財務管理組：短中期依人力增補情況先成立為股票與基金、債券與外匯等
二大領域，長期則依地區別或產業別再作細分，以達到專業分工之目標。
(3)新事業發展組：與研發處檢討合作並建構本校其他新事業發展模式。
2.人員補強
(1)遴選國內外具有大型企業募款及公關經驗之專業人員，初期擴充以 1 位專
業經理人與 4 位職員，中期視募款金額成長幅度，規劃擴充編制。
(2)遴選國內外具有金融證券機構研究分析與操作實務經驗之專業人員。
(3)新事業開發初期則與研發處合作與外界廠商以策略聯盟方式進行，待累積
一定經驗後，自行發展具有利基之事業，視情況增補創業投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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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流互惠
(1)定期至國外吸收校務基金管理新知，了解他校之運作以為借鏡。
(2)邀請國外校務基金來校訪談，互相交流心得，使校務基金運作更具效率與
多元性。
4.與教育部與立法院等單位之密切溝通
(1)推動所得稅法中最低稅負制關於實物捐贈與現金捐贈法令規定之鬆綁。
(2)向主管機關教育部建議修正國有財產法對校務基金處分金融商品之相關
規定以提升處分時效，及時實現獲利。
關於上述建議均利用各項評鑑機會適時向相關單位提出，並擬定說帖推動立
法院修法，使校務基金之運作無礙。

五、預期效益
(一)資源發展方面
1.未來 5 年每年平均大額捐款(含實物捐贈)達新臺幣 5 億元。
2.小額捐款人數每年 1,000 人，募款金額 3,000 萬元。

(二)財務管理方面
1.預計未來 5 年長期投資平均年報酬率在 4%以上。
2.每日現金餘額保持在 8,000 萬元以下。

(三)新事業發展方面
每 3 年發展 1 新事業，預計 5 年內發展 1-2 個新事業。

六、考評
考評內容包括計畫執行進度、行政作業流程標準化、協調溝通、執行成效等
KPI 指標。在執行面上，本校財務處設考評小組做為中程發展計畫之考評組織，依
據各計畫之年度預期執行狀況、檢視實際數字與品質資料，作為考評與後續追蹤的
依據。
評鑑小組以財務副校長為召集人，成員包括專案經理。每年 3 月底對前 1 年績
效進行考評，使財務處之中期運作能符合全校整體發展，並有效提升本校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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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以支援師生教學研究及文化保存為目的。本校圖書館在
館藏量、特藏資源、自動化程度、開館時間、服務質量、館際合作方面，皆領先國
內的大學圖書館。此外，自 94 年起更陸續承擔校史館營運、統籌與協調博物館群
運作等重任，已成為國內大學圖書館的典範。但相較於國外一流大學圖書館，本校
圖書館仍有成長空間。值此數位環境變遷之際，本校圖書館需掌握契機、群策群力，
提供全校師生典範變遷的優質服務。
未來 5 年發展總體目標為：
「打造華人頂尖、世界一流的知識與學習服務中心，
提供卓越的圖書資訊服務與優質的學習研究環境」。為達此目標，圖書館將致力以
下 6 項建設，包括：館藏資源、多元服務、資訊技術、人力資源、建築空間、館際
合作等。其架構如下：

二、現況說明
本校圖書館包括校總區之總圖書館、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以下簡稱法
社新館，預計 103 年 9 月遷入啟用)、6 個系所圖書室，以及醫學校區的醫學院圖書
分館。本校圖書館館之館藏量已逾 709 萬冊/件(含圖書與多媒體資料等)，期刊逾
45,000 種、電子資源逾 270 萬種/冊、報紙近 100 種，為國內館藏量最多的大學圖
書館。在特藏資源方面，涵蓋中外文古籍珍善本圖書、普通本線裝書、地方檔案文
書、日治舊籍圖書，以及名家手稿等特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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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年起，本校圖書館積極推動各項數位典藏計畫，將館藏珍貴臺灣研究資料
及早期各載體影音資料等數位化，透過網路供大眾使用。且為因應原生數位(born
digital)資源的興起，近年來積極蒐集具學術價值的網路資源，建置臺大學術資源
網、電子書系統、臺大機構典藏系統及臺灣網站典藏庫，提供大眾利用。
在服務方面，除以各學科領域豐富的紙本、影音與電子館藏為根基，提供教學、
學習與研究所需之借閱服務外，因應資訊環境變遷，持續改善圖書館自動化整合系
統，推出圖書館行動版館藏目錄及 APP 等服務，並改善分散式電子資源多站入口，
建置資源探索服務(discovery service)整合式查詢平台，提供一站式檢索。此外，更
以專業、高素質的館員為後盾，提供圖書館及校史館導覽與參觀、資源利用指導、
學習研究諮詢、教材製作、主題展覽、專題研討等多項服務。
為強化圖書館營運效益，本校圖書館依據 98-102 年所訂定之中程發展計畫進
行組織調整工作，在組織總人力不變條件下，透過整併單位職掌任務，以及因應學
校教學研究趨勢，設置 10 組 2 分館；並依新業務職掌進行編制員額調整及人員輪
調，達到創造組織效能、精簡人力及提升服務品質目標。
此外，本校圖書館秉持資源共享原則與國內外圖書館及資料單位就館藏、服務
及人員培訓方面，積極進行交流合作，以收截長補短之效，倍增本校有形及無形資
源；同時亦與國內外百餘所大學圖書館及博物館等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延伸館藏資
源服務，加強公共關係與學術交流。
雖然本校圖書館館藏在國內大學圖書館位居首位，惟總圖書館落成啟用迄今已
逾 15 年，館舍建築與相關設備亟需更新養護與汰換，空間運用亦需重新規劃。然
而，近年來經費逐年縮減，如何在經費緊縮的情形下，繼續提供教學研究及學習所
需之優質館藏與空間，以符合現今使用者學習與研究的時代需求，乃為未來努力的
目標。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館藏資源
1.建立各學科及跨領域的優質實體與數位館藏。
2.建置世界頂尖之臺灣研究館藏與豐富的臺灣原住民研究資源。
3.充實私家文書、珍貴影音資料及校史文物等特色館藏。

(二)多元服務
1.打造使用者導向的優質服務。
2.建構資訊素養教育環境，精進研究學習能力。
3.拓展數位學習內容與環境，提供自我學習機制。
4.連結多元資源，推展館藏資料利用與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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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技術
1.優化核心業務服務並開發延伸應用服務。
2.發展 Big Data 應用以支援資訊應用服務。
3.建構 e-Research 環境以提升研究服務品質。
4.強化高效能之資訊安全軟硬體服務環境。

(四)人力資源
1.提升專業素養並健全知識傳承機制。
2.落實業務工作輪調，豐富工作經歷及培育多元技能。
3.善用志工資源以擴大社會參與。

(五)建築空間
1.擴充師生使用新空間，興建以人為本的新館舍。
2.活化現有空間並創造服務空間的新價值。
3.提供安全舒適與節能兼具的環境。

(六)館際合作
1.強化書刊館藏資源共享模式。
2.增進服務資源互惠交流。
3.積極進行國際交流合作。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館藏資源
1.學術資源
(1)透過國內聯盟機制如「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
「臺灣學術電子
書暨資料庫聯盟」
、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等，合作採購資源，共購共享，
有效運用經費，拓展本校學術資源。
(2)爭取科技部圖書資源購置計畫，就學科主題建置深入完整典藏，強化館藏
面向，成為相關領域資源中心。
(3)透過期刊長期小額募款、調整訂購策略，並整合有價及公開取用(open
access)數位資源，有效運用有限經費，提升本校圖書館館藏質量。
(4)規劃與校際聯盟館進行合作館藏發展及充分使用國內外館際合作服務機
制，朝向核心期刊有擁有權，非核心期刊有取得權的方向發展。
2.特色館藏
(1)強化本校圖書館臺灣研究數位館藏，依館藏資料之獨特性、珍貴性及使用
者需求等考量，逐年選取標的進行數位化；並積極與其他典藏機構或私人
蒐藏家進行檔案史料、珍貴影音資料、古文書等數位化合作。
(2)探訪藏書豐富並具特色之名家或各界賢達，徵集其典藏。
(3)與校友密切聯繫並自各界廣泛徵集，建立承載臺大校史記憶之多元而豐富
的館藏，並強化臺大人文庫收藏，凝聚臺大人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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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服務
1.打造使用者導向優質服務
(1)走出圖書館，主動親近讀者，進行使用者經驗研究與調查，分析使用者習
慣，深入了解掌握使用者在研究與學習上的需求，進而推出符合需求之新
服務。
(2)重新規劃圖書館空間，以打造讀者導向的空間服務，滿足讀者在研究、學
習過程中多元的空間需求，創造美好的使用者學習經驗。
(3)依不同學科領域、不同使用者族群，提供客製化的服務，以滿足其需求。
(4)規劃各種自助設備與服務，提供讀者自在的使用環境。
2.建構資訊素養教育環境，精進研究學習能力
(1)依不同學科領域之使用者及資源開設圖書利用講習，以增進教學成效。
(2)發揮館員專業智能，有效組織豐富的館藏資源，設計適用於不同使用者之
資訊素養教材與專屬課程，協助師生具備良好資訊素養能力。
(3)善用網路與數位科技，創新開發各種不同形式之圖書館利用指導課程，以
提供使用者更多元的便捷學習服務，強化學生學習成效。
(4)規劃「與館員有約」深度諮詢服務，著重館員與讀者間的互動交流，提供
讀者專屬之個人化利用指導服務。
(5)編製圖書館利用手冊、主題資源介紹與使用指導等實體與數位文件，有效
組織圖書館豐富館藏資源，便利師生使用。
3.拓展數位學習內容與環境，提供自我學習機制
(1)規劃與製作使用者所需之數位學習課程及形象宣傳短片等，透過網站行銷
本校圖書館資源和服務，推廣本校圖書館形象及能見度。
(2)應用新科技製作數位學習內容，支援學術研究的需求，提升讀者自我學習
之效能。
(3)發展多媒體服務、數位學習與自我學習之環境，滿足不同族群之需求。
(4)提供各學科領域相關資源之數位線上學習課程，使讀者擁有不受時空限制
之學習環境。
4.連結多元資源，推展館藏資料利用與專業服務
(1)透過參與國內外館際合作組織，延伸館藏資源，嘉惠讀者對資源的使用，
滿足其學習與研究需求。
(2)經由學科館員加強圖書館與院系所的聯繫和互動，以擴展館藏資源的蒐集
利用，並提升圖書館專業服務形象。
(3)積極與校內外單位建立合作關係並共同辦理活動，以開拓資源，提供豐富
多元化服務，促進學術人文藝術發展與社會關懷。

(三)資訊技術
1.優化核心業務服務並開發延伸應用服務
(1)建置圖書館探索服務(discovery service)單一統整式檢索，取代分散的資源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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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升級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資料庫，撰寫各式 API，以開發圖書館館藏目錄的
各項加值服務。
(3)館藏目錄查詢介面重新規劃改版。
(4)自動化系統使用紀錄 log 之自動擷取與分析應用。
2.發展 Big Data 應用以支援資訊應用服務
(1)優化網站之使用者介面設計。
(2)加強圖書館服務 e 化。
(3)發展並深化行動圖書館各項功能。
(4)建構系統整合及介接之機制。
(5)發展 Data mining 及 Big Data 應用。
3.建構 e-Research 環境以提升研究服務品質
(1)制定研究資料蒐集程序。
(2)開發學術資源使用平台。
(3)發展研究資源再利用機制。
4.強化高效能之資訊安全軟硬體服務環境
(1)發展綠色節能資料網路空間。
(2)發展備份/備援策略，強化連續性資料備援機制。
(3)發展讀者端虛擬化管理平台暨雲端桌面。
(4)加強應用系統資訊安全機制。

(四)人力資源
1.專業能力與時俱進
晉用具備學科背景與專業能力之人才，持續提供精進學習訓練之機會，隨時
吸取新穎專業知識。
2.業務分工明確
依權責範圍制訂業務職掌及「業務分層負責明細表」，以為權責區分及業務
相互支援之依據。
3.培養團隊共識
提供同仁執行專案及跨單位任務編組等多種機制，培養團隊精神，讓各組人
員皆能跨組參與整體性業務，與其他組同仁合作共同完成任務。
4.實施輪調及業務見習
辦理工作輪調及業務見習，累積館內同仁業務能量及工作能力。
5.運用志工資源
招募志工協助館務，並將本校圖書館服務精神及理念傳達給民眾。

(五)建築空間
1.擴充師生使用新空間
(1)啟用法社新館，提供優質的研究學習環境。
(2)建置自動化高密度書庫，擴大典藏容量，並以自動化存取設備提升書刊調
閱效率。

91

【參之七、圖書館】

2.活化現有空間
(1)善用法律暨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遷館後之空間，提升服務品質。
(2)配合自動化高密度書庫，重新配置總圖書館閱覽空間，創造使用者與空間
互動的新模式。
(3)結合文化創意與藝術等活動，提升空間利用的文化與經濟價值。
3.提供安全舒適與節能兼具的環境
(1)汰換高耗能燈具為省電燈具。
(2)配合校方政策，建置儲冰空調系統。
(3)全面維護建築環境，延長整體建築之使用年限。
(4)全面汰換高耗損設備。

(六)館際合作
1.擴大館際間之合作協議，倍增師生取用學術研究資源。
2.積極參與聯盟以進行合作編目及合作採購等事宜。
3.辦理學術參訪活動及專業知識分享，以提升人員專業素養。
4.設定標竿學習對象，藉由實務盤點檢視調整館務推動策略與作法。
5.積極簽署國際交流協定，促進資源及服務共享。

五、預期效益
(一)館藏資源
1.預計 5 年內增加館藏資源約 50 萬冊/件。
2.打造世界頂尖的臺灣研究數位資源中心，珍貴影音數位化資料庫的重鎮。提
供研究者深廣兼具的研究資料、不受地域時間限制的使用環境，發揮珍藏資
料價值。

(二)多元服務
1.透過重新規劃之使用者導向空間，提升圖書館使用率與能見度，建立圖書館
的良好形象。
2.應用科技與圖書館專業人員所建構的資訊素養環境，增進師生之資訊素養能
力與學習研究能量，進而提升學術競爭力。
3.採用新科技建置豐富數位學習內容，成為讀者終身學習的寶庫。
4.連結國內外圖書館與校內外單位所建立的網絡，開拓館藏資源並推展專業服
務，提升圖書館的價值。

(三)資訊技術
1.自行發展自動化系統 API 與一致的異質系統查詢介面，提升資源取得效率。
2.善加分析自動化系統使用紀錄，協助圖書館決策及評鑑工作。
3.加強開發 e 化系統，提升圖書館作業效率。
4.優化圖書館網站架構，深化行動圖書館功能，提升網站的好用度與便捷性。
5.開發整合式研究環境平台，提供研究者更安全、便利的一站式 e 化研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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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各項環境影響變因，並建立儀器設備效能評估標準。
7.提升虛擬化主機的效能，大幅改善實體處理器的使用率。
8.擴充連續性資料備援空間，強化異常復原機制。

(四)人力資源
1.培養全方位圖書資訊專業人才，實現組織願景。
2.有效運用人力並簡化作業流程，提升組織效能。
3.拓展館員視野和創造力，培養終身學習態度，提升人力資源素質及競爭力。
4.善用志工團隊，增加人力資源與社會參與。

(五)建築空間
1.以極具特色的法社新館，吸引讀者進館享受閱讀的樂趣，提高圖書館能見度。
2.增加 120 萬餘冊的館藏空間，提升館藏管理的效率。
3.強化使用者與空間環境互動機能，促進學習與研究。

(六)館際合作
1.擴增學術研究資源獲取管道，撙節資源購置經費。
2.趨近標竿學習對象之整體服務品質。
3.落實學術資源共享服務目標。
4.提升本校國際化成效及能見度。

六、考評
(一)大學校務評鑑
97 學年度全國大專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決議研擬圖書館評鑑相關項目，提報
教育部參酌列為嗣後大學評鑑中，校務類組教學資源項下各校圖書館評比項目。
規劃分為共同評鑑項目(量化指標)、個別評鑑項目(質化指標)兩類，後者包括
圖書館願景與目的、組織與人員、經費、圖書資訊資源、建築與設施、服務、
經營管理、資訊取用、溝通與合作等九大面向。

(二)行政品質評鑑
圖書館前曾於 91、94、98 及 102 學年度接受本校行政品質評鑑，皆獲評鑑委
員肯定。未來將配合行政品質評鑑期程，進行共同、自訂評鑑項目、關鍵績效
評估及滿意度問卷調查。

(三)服務效益調查
圖書館重視使用者意見，除以意見箱、電子郵件或親洽櫃台供讀者表達建議外，
並透過紙本、網頁問卷、讀者座談、教師訪談、系所訪問等方式，主動蒐集與
調查讀者滿意度與服務效益，以作為圖書館服務之評估工具，與館務推行之參
考依據，貼近使用者需求，發展圖書館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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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一)中心簡史
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原名「電子計算機中心」
，設立於 52 年(1963)，早
期由電機系負責中心運作，64 年(1975)改隸屬工學院，75 年(1986)經教育部核
准直屬校長之ㄧ級單位，84 年(1995)12 月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改為今名(簡稱計
資中心)。計資中心扮演校內資通訊樞紐，負責開發 e 化校務資訊系統、開授
多樣化資訊應用課程、建置全校雲端運算服務、提供校內研究團隊高效能運算
環境、維護校園網路與資訊安全及提供專業技術諮詢服務等多項重要任務。

(二)總體目標說明
計資中心的定位和期許是要打 造「臺大智慧校園 (i-NTU)」
，總體目標為塑造
一流頂尖大學資通訊環境，提供全校創新、安全、便利、以及優質的計算與網
路環境，提升教學、研究和服務的品質。計資中心係以技術為核心的服務單位，
業務包含四大面向，分別為 e 大學的中心、計算的中心、資料的中心和網路的
中心。隨著行動雲端世代來臨，繼續推動校務行政電子化與行動化，提供與開
創安全便利的資通訊服務環境，支援全校師生之教學、研究與學習環境的整合
與效率提升；讓全校師生可隨時隨地透過行動裝置，連線使用臺大校園所提供
之各種運算資源系統及服務；網路基礎建設全面升級，提供寬頻、快捷隨處計
算、隨處通訊的服務，以達到 U 化校園，e 網打盡，打造創新且具高科技感的
臺大智慧校園(i-NTU)。

二、現況說明
(一)業務概況
計資中心包括行政室、程式設計組、教學研究組、作業管理組、資訊網路組、
諮詢服務組和醫學院資訊組，置主任 1 名，各組各置組長 1 人(諮詢服務組由
作業管理組組長兼)。各組主要職掌分別如下：
1.行政室：負責中心行政庶務，如人事、會計、公文收發、採購、營繕工程、
總務、和全校電話申辦業務。
2.程式設計組：負責本校各項校務行政 e 化之作業，包括行政業務管理、學生
事務管理、線上申辦或查詢服務、學術或決策支援服務、網站建置和維護、
伺服器管理與技術支援等。程式設計組歷年來發展與維護之系統超過 180 個，
涵蓋整個校園 e 化行政所需。
3.教學研究組：協助、推動、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員工子女及校友全面性的
教學資源與學習支援服務，提供普及應用課程到高效能計算課程之各類電腦
軟硬體課程，養成各領域多層面專業人才。常態開設文書處理、多媒體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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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設計、影音視訊、教學科技、程式設計、作業系統、資料庫管理、統計
軟體、資訊網路、高效能運算等電腦應用及進階課程。遠距教學服務，提供
教學平台系統、網路系統軟體等系統設備相關之支援與維護。
4.作業管理組：負責計資中心計算機系統及資訊服務之管理與維運，致力提供
穩定且高效率的資訊環境，支援校內各項研究、教學工作之推行。業務範圍
包括：(1)單一窗口諮詢服務。(2)資訊系統管理維護，如：網路服務帳號申辦、
單一認證機制、電子郵件、校內訊息發送、網頁系統等。(3)電腦教室。(4)
校園授權軟體。(5)高效能運算。(6)雲端服務，如：虛擬主機借用等。(7)基
礎設施，如：電力系統、機房管理等。
5.資訊網路組：負責規劃、建置、管理和維護高速、強健、安全和隨處通訊的
全方位校園資訊網路，提供 DNS、網站伺服器、FTP、ADSL、VPN、無線
網路、資訊安全等技術諮詢服務。同時，也支援教育部臺灣學術網路 TANET
北區區網中心之各項業務，97 年獲教育部評選為特優區網中心。100 年本中
心受教育部委託成立 7×24 營運之北區學術資訊安全維運中心(A-SOC)，建立
教育體系資安偵測、通報、處理及分析之強健資安防護。97 年度建置之新世
代網路電信系統，整合桌上電話和網路電話，提供網頁電話、網頁視訊會議、
網路電話語音留言轉寄電子郵件信箱、Skype 撥打校內電話、以及網頁通話
鍵等新服務，103 年 3 月全校教室及會議室都有校園無線網路，全面支援
802.11n 高速的無線網路，並支援最安全的 802.1x(ntu_peap)認證方式及最安
全的傳輸方式(WPA2)，確保師生使用無線網路的便捷與安全。104 年開始採
購 802.11ac 高速的無線網路，並安裝在學校重要的無線熱點，可支援的速度
到 877Mbps。104 年 1 月 1 日開始加入國際漫遊 eduroam。
6.醫學院資訊組：負責醫學校區網路環境維護與使用者諮詢、技術支援醫學資
訊學的教學與研究，為計資中心於醫學校區的連絡單位。

(二)計資中心的服務
計資中心於 98 年 5 月導入教育版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並遵行與落實相
關資安規範，每年仍進行續評驗證，以強化校務 e 化系統及網路之安全性。同
時，本校計資中心亦於 98 年 12 月通過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取得證照，
落實資訊安全規範，且每年持續進行驗證。透過導入資訊安全規範，有效提升
計資中心資訊系統安全防護等級，保護各項資產之機密性(Confidentiality)、完
整性(Integrity)及可用性(Availability)。服務項目主要分為一般服務、網路服務、
教學支援、校務 e 化服務四大方向，分述如下：
服務項目

服務簡介

一般服務
各項諮詢服務

設立單一窗口，提供計資中心各項服務之相關諮詢。

電子郵件服務

電子郵件帳號種類有：教職員公務用帳號、學生帳號、單位公務
用帳號及校友帳號。為方便使用者隨時隨地閱讀收發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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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服務簡介
也提供「Webmail網頁讀信服務」。
帳號功能：接受校內重要訊息發布通知、電子郵件收發、個人網
頁製作、電話撥接服務、校園無線網路、以及所有e化系統單一
簽章認證。

電子資源提供

1.全校版權軟體服務：購買全校合法版權軟體，提供校內學術研
究使用。
2.建置「軟體雲」－軟體服務共享平台，提供中央化的管理及分
散式的執行能力，結合現有軟體授權方式，以最低的成本做最
大的運用。
3.電子資源校外連線服務：協助圖書館，建置電子期刊校外連線
主機，方便全校師生於校外網路環境，查閱電子期刊。
4.臺灣大學統計年報網路系統：全校各類統計資料全面上網，透
過數字呈現臺大各方面的發展，增進全校教職員生及社會各界
對臺大的了解。

電腦教室服務

1.設備概況：目前共有 8 間電腦教室，提供 400 餘台個人電腦供
師生上機實習教學之用，其中有 150 台電腦 24 小時開放。
2.主要任務：學生上機實習使用、各式訓練課程使用、各系所資
訊相關課程借用、及各單位不定期借用。
3.多語言、多種類作業系統：配合國際化的需求，提供不同語言
作業系統。
4.多媒體製作：提供校教師製作多媒體教材，包括大圖輸出服務
及高效能多媒體製作等。

高效能運算

在高效能運算環境方面，102年度前本校計資中心已計建置6套計
算設備，分別為2套SMP大型主機，單機具備高達256GB記憶體，
適合OpenMP平行及大量記憶體需求之程式執行；3套Cluster計算
叢集，總計具備超過2,000組計算核心，適合MPI平行程式執行；
1套GPU計算叢集，具備32組NVidia顯示晶片，適合GPGPU平行
程式執行。為因應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方面的挑戰，本校計資
中心於103年初新建置兩套高效能運算系統：
1.大記憶體主機：具備 2 套大型主機，單機具備 80 顆計算核心
與 2TB 記憶體；
2.異質計算叢集：包括 9 套 x86 處理器計算節點、3 套 NVidia
K40 GPU 處理器計算節點、3 套 Phi 處理器計算節點。
除了硬體的建置外，計資中心亦支援各類科學及商用計算軟體，
提供包括：SAS、Matlab、Mathematica、Discovery Studio、Material
Studio、Gaussian、VASP等。此外並持續舉辦高效能運算服務說
明會，介紹及推廣相關服務，發掘校內潛在使用者。迄今曾提供
服務之研究族群，遍及數學、物理、化學、材料、光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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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服務簡介
量子化學、奈米、原子結構、生物、藥學、分子模擬、科學計算
與統計研究等領域，涵蓋10個學院與3個校級研究中心共36系
所，共約有131 組研究團隊。根據101年統計，藉由高效能運算
服務所產出之研究績效，已產出超過上百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
及學位論文。

網路服務
校園網路

本校校園骨幹網路涵蓋校總區、醫學院、公衛學院、水源校區及
新竹校區。校園骨幹網路提供 20 Gbps網路傳輸速率，已建置全
校光纖網路至每一棟建築物，達到100%建置率，校園骨幹網路
與各系所或單位以1 Gbps速率連線，部份系所已以10 Gbps速率
連線。同時提供「ADSL申辦」，將校園網路延伸至教職員工生
家中。啟動校內核心路由器IPv6 支援功能，提供校內系所設定
IPv6 位址。同時配合IPv6 推廣計畫，於校內IPv6 網路上建置
VoIP 服務。

校園無線網路

除了所有建築物內之網路建設外，在校園公共區域亦提供無線網
路使用環境，使用IEEE 802.11之通訊協定，目前校總區戶外涵
蓋率已達80%。

虛擬私有網路 隨著寬頻的普及，網路安全及相關應用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計資中
(VPN)
心建置SSL VPN安全且便利的網路資源存取方式，讓遠端使用者透
過完整的加密保護及防火牆等功能，安全地存取組織內部資料。
臺灣學術網路 1.臺灣學術網路(TANet)臺北區區網中心：目前與學術網路以 100
服務
Gbps 速率連線，與 ISP 連線部分:Hinet 3Gbps、遠傳(速博)
2Gbps，和信、台固及中嘉和網各 1Gbps。臺北區網中心轄下
連線單位及學校共 51 所。本校以 10 Gbp 速率與學術網路連線。
2.國家高速網路中心 TWAREN 臺大 POP 中心：以 10G 頻寬界接
國家高速網路中心「臺灣高品質學術研究網路」(TWAREN)骨
幹，提供本校及其他學術連線網路存取 Internet2 等研究網路。
網 路 電 話 「臺大新世代網路電信服務」97年6月21日啟用，除了提供傳統
(VoIP)
電話服務外，也將電信功能延伸至無遠弗屆的網路上，並開放全
校教職員生申請使用網路電話。透過網路從任何地方免費撥打校
內電話、以電子郵件接收電話語音留言訊息、利用網頁瀏覽器舉
行視訊會議及與其他網路電話系統互通(例如學術網路語音交換
平台及Skype等)。不僅提供使用者通訊行動性，更可縮短溝通距
離，並達到節費效益。
資訊安全

1.鑑於網路違規事件日益增多，對於濫發廣告信、網路攻擊、病
毒感染以及架設不法網站等，已建立違規事件處理流程。「臺
大資通安全服務中心」網頁，提供本校教職員生最新的網路安
全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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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服務簡介
2.計資中心自 98 年 2 月開始正式導入「ISO 27001」，並於 98 年
底通過第三方獨立機構之稽核驗證，取得 ISO 27001 認證，建
置符合國際標準之「ISMS」，建立更強健的資訊與網路環境。

網際網路教育 1.為推廣網路技術及提升學術機構網路管理人員之網路管理技
訓練
術，每年暑假舉辦 10 場以上「網路技術推廣研討會」，每場
平均約有 50 人參加，總計每年約有 500 人次參加。
2.臺大思科網路學院：提供網路管理實作教育訓練課程，目前已
有 20 個 LA(地方教育學會)學校加入臺大思科網路學院。
教學支援
遠距課程教室

提供遠距教室系統作業與連線設備，訓練專業導播，提高遠距教
學或視訊會議畫面與聲音之品質及穩定度，配合學校同步遠距課
程及各類國內外同步學術研討會。

資訊應用與進 協助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之資訊素養與應用能力，提供各類電腦
階課程
軟硬體之訓練。
臺大電子報平 提供全校一、二級單位發行及管理電子報功能，訂閱戶可自由訂
台開發及維護 閱或取消訂閱功能，有效減少校內紙張及垃圾郵件資源浪費，並
隨時提供校內師生迅速確實的電子訊息。
發行計資中心 計資中心電子報季刊發行，以校務服務及資訊科技新知與數位學
電子報
習為主軸，增進教職員工生的資訊素養與競爭力。
數位知識典藏

以網頁功能服務為基礎，將開放式平台課程之教材上傳，對影音
媒體進行儲存與備份，以影音串流之方式提供相關資訊與教學，
並透過該課程來學習相關知識與技術，且對各開放式平台課程之
內容加以掌握，設計使用便利之儲存界面及儲存格式，以便師生
簡易存取資料。

校務e化服務-打造嶄新的校務e化系統「NTU2.0」
單一認證機制

所有身分認證之電子化服務均使用「NTU single sign on認證機
制」，免除使用者必須重複申請、記憶多組帳號密碼之不便，亦
方便取用校內各項資訊系統及網路資源。

校務e化系統

協助全校行政業務電腦化之作業，利用網際網路及分散式資料庫
架構，整合校內薪資、人事、學務、會計、教務、財產管理等資
訊管理系統，以求整體校務行政電腦化之推動，並建立全校統一
之行政資訊系統，並提供全校性之資訊服務。透過資料探勘技術
分析過去所累積的巨量校務資訊，萃取出有價值的資訊，再運用
這些資訊提供更精緻優質的校務服務並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以
此為目標，計資中心積極進行校務系統轉型及改造，推動校務系
統2.0「ntu2.0」，期能為所有臺大人建立全方位e化校園生活環
境，邁向國際頂尖大學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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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e 大學的中心
1.校務行政全面 e 化與 M 化
作為 e 大學的中心，需善用尖端資訊科技，創造一個隨時可用、隨處可用的
e 化校園環境，滿足所有教職員工生教學、研究、學習的需求；而 e 大學的
基礎建設是完善的校務行政系統，未來仍將持續推動校務行政全面 e 化。近
年來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在業者及政府的努力下，所建置的 2G、3G、3.5G、
4G LTE 的電信網路及 WiFi 等無線網路，透過這些網網相連的通訊網路，已
營造出普及化的行動上網環境；以往只能透過桌上電腦才能存取網路資訊、
使用資訊系統、享受 e 化便捷的服務，未來利用行動上網環境，配合推陳出
新的各式行動載具，e 化資訊系統可以進行 M 化(Mobile 行動化)，更進一步
U 化(Ubiquitous 無所不在的)，達成 e 化的終極目標：讓使用者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透過任何裝置可以使用任何服務。為達成校務系統 M 化，計資中
心將推動 iNTU plus 計畫，將適合在手持式裝置使用的各式校務系統移植到
行動平台，讓全體師生能隨時隨地安全地使用 e 化大學提供的各項服務。
2.數位學習行動化服務
(1)常態開設電腦應用及進階課程：因應全球化及雲端世代，學習無國界，
「翻
轉教室」的學習趨勢，持續規劃提供各類電腦軟硬體之訓練，且課程內容
與時俱進，從普及應用課程到高效能計算課程，養成不同領域人才，以提
升本校教職員工生之資訊素養與應用能力及在教學研究上所須具備的專
業軟體設計能力，達終身學習之目標。
(2)個人化及行動化學習：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將針對多數需求之資訊應用
課程進行數位化及建置學習平台，並且以個人化適性學習為導向，加強互
動性及多元化學習，增進學習效果。
(3)遠距教學平台系統升級及行動化：為了因應和國際接軌及未來發展趨勢，
遠距教室將規劃更完備之多媒體與教學互動設備及支援行動化，加強建置
全校的遠距與網路教學環境並增進師生教與學之成效，以期提升臺大在國
際上之卓越教學聲望。

(二)計算的中心
1.雲端與普及運算
(1)應用軟體購置：蒐集教職員生教學研發與校務資訊化之軟體需求，進行成
本效益評估後進行採購，以求經費之有效運用。利用「軟體雲」之雲端服
務，讓多人共享授權專業軟體，以減少採購授權數及總價。對於已採購之
軟體之版本更新及升級取得新功能或修補安全漏洞。
(2)雲端化電腦教室系統：更新個人電腦、伺服主機系統、檔案管理系統、印
表機管理系統、及電腦監系統之軟硬體，因應使用者不同之需求建置多樣
化的電腦使用環境。逐年更新系統軟硬設備及使用者端硬體，整合各院系
電腦教室以建立「臺大雲端電腦教室」。各項措施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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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汰換系統主機以提升系統效能，提高上機環境之品質。
B.更新系統管理軟體，導入新功能，增進電腦教室管理效率。
C.擴充系統硬碟容量，增加學生上機使用空間。
D.更新使用者端的控制介面和網路架構，降低開機等候時間與增進網速。
2.高效能運算服務 2.0
高效能運算設備是校內許多研究團隊不可或缺的實驗平台，計資中心自 2006
年起，藉由邁向頂尖大學經費補助，陸續建置多組高階設備，包含 SMP 大
型計算主機、平行化計算叢集與具備 GPU/Phi 等加速器的計算主機。然而隨
著使用研究團隊數目增加，計算問題的複雜度提升，再加上設備逐年老舊汰
除，單一研究團隊所能分配的計算資源持續降低，嚴重影響實驗研究的進度。
因應實驗規模成長所需的計算資源，中心規劃在未來 5 年內，持續擴充計算
設備，提供更多計算資源以支持各式頂尖研究，加速實驗進行，提升研究產
能，協助校內研究團隊擠身全球頂尖之林。
3.巨量資料(Big Data)儲存與計算基礎建設
身處網際網路時代，隨著資訊科技進步與網路傳輸規格的提升，加上各式創
新應用服務的出現與普及，目前數位資料累積速度呈現爆炸性成長。由於格
式多樣化與數量巨大等特性，這些數位資料的傳輸、儲存、計算、分析已非
傳統的軟硬體可以負荷，需要重新規劃全新的儲存方式與分析處理的平台，
這就是現今產業界及學術界面臨的 Big Data 議題。以學術界為例，許多研究
領域如今需要處理的問題尺度，早已進入 Petabyte 等級，例如：高能物理的
大強子對撞機(LHC)、生物醫學資訊的次世代基因定序(NGS)及材料科學使用
的量子力學模擬等。為了協助校內研究團隊面對 Big Data 的挑戰，計資中心
將著手建置專屬 Big Data 等級研究所需的計算及儲存資源，並提供相關技術
支援服務，俾使校內研究團隊順利跨越鴻溝，進入 Big Data 的世界。

(三)資料的中心
1.智慧型服務
利用巨量資料分析與探勘的技術，將計資中心現有的服務升級，讓使用者能
夠感受到更有智慧的系統以及更貼心的服務。
2.iNTU plus
依據諸多使用者的建議、同學的創意及製作團隊的各方考量後，未來規劃先
改善現有 iNTU 的服務，並且持續加入新功能，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3.強化資訊服務管理與安全
(1)建立單一服務窗口(Service Desk)：計資中心扮演校內資訊中樞角色，除了
提供各式資訊服務外，也接受技術諮詢，協助使用者解決各式電腦和網路
問題。為簡化校內使用者的求助流程，減少因不知正確窗口而求助碰壁的
困擾，計資中心於 91 年起建置單一服務窗口，負責於最前線直接面對使
用者。實體服務區域位於計資中心一樓櫃臺。也設立電話諮詢專線，接受
電子郵件與傳真詢問。諮詢流程如下頁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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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導入資訊服務管理系統(ITSM)：近年來資訊服務的概念與價值逐漸受到重
視，客戶滿意度成為決定服務績效的關鍵指標。計資中心擬在 5 年內，導
入資訊服務管理系統，建立自動化客服管理，詳實記載每一筆客戶諮詢服
務，定期產出報表，分析各項服務的諮詢比例，量化 IT 服務績效，提供
管理階層評估各系統的成熟度以及隱藏成本。
圖2
(3)通過 ISO 20000 國際標準驗證：計資中
心於 92 年通過 ISO 9001 品質管理認證，
多數重要業務之已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由於資訊安全日益重要，計資中心於 98
年初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建置，
並於同年底通過第三方稽核認證通過，
取得 ISO 27001：2005 驗證合格證書。
之後每年進行內部稽核並通過第三方外
部機構之認證，以持續維護證書之有效
性。計資中心也擬於 5 年內導入資訊服務管理系統，接受第三方驗證機構
之稽核，取得 ISO 20000 資訊服務之國際認證。未來計資中心所有服務將
同時符合圖 2 所示的三項國際標準之嚴格要求，以確保服務品質。
4.數位知識典藏
(1)數位教材之蒐集與整合：校內現行許多單位提供了寶貴的開放式課程，但
這些開放式課程分散於不同單位，使用者若要進行線上學習，除了須查訪
各單位的開放式課程網站，還須適應不同系統的操作情境。為永續保留這
些珍貴的開放式課程，計資中心將建置數位典藏系統，也為各單位提供便
利、簡易之上傳機制，來將課程影片與教材匯集於中心雲端機房，並提供
方便的檢索功能讓使用者找到所需課程資訊，提升自主學習之功效。
(2)講義內容之關鍵字擷取與分析：為提供便利的課程檢索功能，典藏系統於
教材講義上傳完成時，即刻針對講義內容進行關鍵字擷取與分析，使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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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透過關鍵字搜尋來縮短尋找特定課程之時間，達到良好學習效果，增
進學習意願。
(3)線上影音之開放與分享：數位典藏系統會將校內各單位的開放式課程教材
加以整合，減少資源分散與浪費，並提供線上影音服務，讓在校生、教職
員、校友、校外人士等，都有機會享受系統服務，達到終身學習與自我成
就的目標。

(四)網路的中心
1.網路基礎建設升級
(1)提升校園網路連線速度，提供優質的校園網路傳輸品質，以滿足未來 5 年
校園網路重點服務目標，包含雲端計算與相關應用服務、影像視訊會議、
遠距教學、智慧型移動裝置應用服務等。
(2)超高速網路延伸至系所或單位內，讓使用者能夠充分運用各項網路應用，
並得到 QoS 保證傳輸品質的服務。
(3)透過 SDN 軟體定義網路技術，提升網路管理效率，以及未來提供新型態
網路服務。
2.無線行動網路升級到 802.11ac 及 LBS 加值服務
(1)於 104 年無線網路使用者端存取速度提升至 802.11ac( WIFI 5G)，速度可
逹 1G 以上，為因應使用者端存取速度提升，學校相關的熱點一併升級至
802.11ac。
(2)校園資訊網路行動化及增加無線加值服務，如 Location Based 服務。
3.強化校園網路資安防禦
(1)持續推動資安制度 ISO 27001：2013 與教育體系資安管理系統(ISMS)。
(2)保護機密與研發資料不被竊取。
(3)確保學術研究網路高可用度。
(4)持續推動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4.雲端行動視訊服務
(1)利用本校成熟的校園網路環境，支援各項教學研究活動，將教室或會議的
豐富、多樣化內容，透過網路視訊服務呈現並支援跨平台的上網設備。
(2)提供包含師生常用 PowerPoint 檔案、PDF 文件、MP4 影片、Flash 影片(FLV)、
JPG 高畫質圖檔、MP3 語音檔等之多媒體數位內容服務。
(3)支援包括 Windows、Linux、Mac、iOS 及 Android 等，真正達到跨平台、
跨作業系統的優勢。
(4)當本校有大型活動或重要演講，可透過本系統作線上直播功能，以很小的
頻寬傳送很高的視訊解析度功能，有效節省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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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e 大學的中心
1.推動校務行政全面 e 化與 M 化
加強整合提升系統價值、組織再造流程改善、推廣行動裝置之應用，進而推
動校務行政全面 e 化與 M 化。發展策略分別敘述如下：
(1)加強整合提升系統價值：加強系統整合度，降低系統開發及維護成本，以
決策者的價值觀開發校務行政決策支援系統，提升校務系統價值。
A.執行 e 化工作小組專案：校務系統開發團隊最主要任務是完成各業務單
位的系統開發需求及維持校務系統正常運作，故未來仍應繼續執行各業
務單位所提之專案及系統維運。
B.開發校務系統高附加價值模組：除了由業務單位提出需求外，需在整個
校務系統高度審視各專案的急迫性，以規劃校務系統整體建構藍圖。由
決策者角度以校務發展願景來規劃校務系統，開發校務系統高附加價值
模組，並分析運用現有校務系統資料，逐步完成校務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提高整體校務系統附加價值。
C.整合校內各系統：跳脫單一系統思維，以業務流程重新檢視校內各系統，
進行整併以簡化行政流程。以線上申辦查驗取代流程中人工查驗關卡，
以節省行政成本及提升行政效率及客戶服務滿意度。
(2)組織再造流程改善
A.MIS 開發過程各角色需緊密結合：資訊管理系統開發流程中有三個重
要角色，分別為出資者、使用者、設計者。出資者負責評估效益及資源
調配；使用者負責提出系統需求及驗收成果；設計者分析需求依照專業
設計系統。未來加強此三者緊密配合，以開發出既符合需求、又有效益
之資訊管理系統。
B.搭配行政流程改善：e 化進行時需配合原有行政流程改善才容易發揮 e
化的效力，原有的行政流程受限於人工處理，在進行 e 化系統開發時需
一併討論是否可進行流程改善，將行政流程合理化配合上 e 化系統開發，
才容易凸顯 e 化後行政效率的提升。
(3)推廣行動裝置之應用：提高行動裝置之支援，鑑於近年來行動裝置之普及，
將校務系統延伸至手持式裝置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應積極擴展系統可使用
的平台及服務的對象，提升校務系統服務範圍及資訊傳播的效率。
2.數位學習行動化服務
因應全球化、行動裝置的普及與數位學習的革新，規劃符合個人化及行動化
學習之各類資訊應用課程，且提供更高品質之視訊服務，透過平台即時參與
會議或教學課程，達無所不在隨處取用之學習環境。
(1)常態開設電腦應用及進階課程：開辦文書處理、多媒體動畫、網頁設計、
影音視訊、教學科技、程式設計、作業系統、資料庫管理、統計軟體、資
訊網路、高效能運算等一系列課程，供全校教職員生及其子女學習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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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化及行動化學習：建置資訊應用課程學習平台：以個人化適性學習為
導向，加強互動性及多元化學習裝置存取，增進學習效果。
(3)遠距教學平台系統升級及行動化：維持網路教學平台系統與連線設備，讓
教學學習環境有更大效用。依需求規劃更完備之多媒體與教學互動設備，
提高遠距教學或視訊會議畫面與聲音品質及穩定度，配合學校同步遠距課
程及各類國內外同步學術研討會。
A.硬體設備更新：網路教學平台系統全面升級到 HD 及支援行動化。
B.管理維運：訂定各項管理辦法、服務條款、版權宣告、違規處理原則。
C.技術服務：訓練專職導播人員及技術諮詢服務。

(二)計算的中心
1.雲端與普及運算
(1)應用軟體購置：蒐集教職員生教學研發與校務資訊化之軟體需求，進行成
本效益評估後進行採購，以求經費之有效運用。利用「軟體雲」之雲端服
務，讓多人共享授權專業軟體，以減少採購授權數及總價。對於已採購之
軟體之版本更新及升級取得新功能或修補安全漏洞。
(2)雲端化電腦教室系統：更新個人電腦、伺服主機系統、檔案管理系統、印
表機管理系統及電腦系統之軟硬體，因應使用者不同之需求建置多樣化的
電腦使用環境。逐年更新系統軟硬設備及使用者端硬體，整合各院系電腦
教室以建立「臺大雲端電腦教室」。各項措施整理如下：
A.汰換系統主機以提升系統效能，提高上機環境之品質。
B.更新系統管理軟體，導入新功能，增進電腦教室管理效率。
C.擴充系統硬碟容量，增加學生上機使用空間。
D.更新使用者端的控制介面和網路架構，降低開機等候時間與增進網速。
2.高效能運算服務 2.0
為滿足校內不同研究領域的差異化需求，計資中心未來 5 年內，除了擴充現
有計算設備，添購科學計算軟體之外，將逐年增購新式計算設備(例如：GPU、
Phi 等)，以協助校內團隊實驗研究之進行。
(1)提供平行化計算之程式環境：藉由以下兩種平行化計算環境，可以有效縮
短程式執行時間，提升效率。
平行化計算之程式環境

平行化特性

主機系統架構

MPI

多主機平行

計算叢集

OpenMP

多核心平行

SMP 大型主機

(2)建置多樣化處理器之異質計算環境：常見的加速器包括 NVidia 公司的
GPU 與 Intel 公司的 Phi，這些設備經過特殊設計，能夠針對某些應用大幅
加速執行。未來的計算趨勢為單一主機內具備多樣化處理器(加速器)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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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計算環境，若使用者能夠修改程式，將某些片段的程式碼交由合適的處
理器執行，將能達到效能最佳化。未來預備建置的環境如下表。
處理器架構

軟體環境

NVidia GPU

CUDA

Intel Phi

MPSS

通用各種架構處理器

OpenCL

(3)提供商業版科學計算軟體環境：針對校內許多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團隊來
說，商用版科學計算軟體是重要的研究工具，提供所需的各式分析與處理
功能。未來預備提供的軟體如下表。
軟體名稱

適合領域

Matlab

各種科學研究

Gaussian

物理、光電、分子、量子化學

VASP

物理、奈米、原子結構

Discovery Studio

生物、藥學、分子模擬

Material Studio

化學、材料

(4)教育訓練與技術支援：經過多年推廣，中心了解平行化程式技術入門不易，
各式科學計算軟體功能複雜，兩者均非自學可成。計資中心將持續現行機
制，邀請校內外專家，定期開設各式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研究團隊順利
使用高效能運算服務，獲得實質幫助，加速實驗研究進行。
3.巨量資料儲存與計算基礎建設
(1)建置巨量資料儲存與計算的研究平台：目前慣用處理巨量資料的技術為
MapReduce ， 而 符 合 MapReduce 技 術 的 兩 大 主 流 計 算 環 境 分 別 為
Hadoop(圖 3)與 Spark(圖 4)。兩種軟體各有所長，Hadoop 成熟且衍生開發
的軟體眾多，已自成一套完整生態系統(ecosystem)；而 Spark 急起直追，
憑藉其發展的 in-memory computing 技術，在計算效能上更勝一籌。計資
中心預計同時導入兩種技術，建置 Big Data 基礎平台。其內建的檔案系統
HDFS 可針對 Big Data 環境，將資料自動分散在多台主機，除了達到避免
單一故障造成資料損失的容錯功能，未來更可以依照資料存放主機，就近
執行相對應的計算工作，以獲得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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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Hadoop 軟體環境之架構與生態系統

圖 4：Spark 軟體環境之架構

(2)提供 NOSQL 資料庫與巨量資料分析環境：傳統的關連式資料庫(RDBMS)
已無法負荷 terabyte 甚至 petabyte 級的巨量資料，取而代之的是捨棄部分
RDBMS 功能的 NOSQL 資料庫。內建於 Hadoop 環境的 HBase 資料庫符
合 NOSQL 特性，可供研究人員存放半結構化(Semi-structured)的原始資料。
其後可透過 Hive 或 Shark 等介面，以熟悉的 SQL 語言加以分析處理。除
此之外，MLBase 已蒐集常用的 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可供研究人員
在 Big Data 環境下，進一步針對資料進行 Data Mining，挖掘寶貴資訊。
(3)教育訓練與技術支援：由於 Big Data 仍屬嶄新議題，許多技術仍在蓬勃發
展，尚未普及。為協助校內研究團隊盡快跨越技術門檻，利用計資中心巨
量資料研究平台進行各式實驗，計資中心計畫邀請校內外專家，定期開設
各式教育訓練課程，並將提供技術支援，協助研究團隊順利邁出第一步。

(三)資料的中心
1.智慧型服務
在教務方面，本校計資中心預計推出課程推薦系統，利用商品推薦系統中「協
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的概念，將過去學生選課的智慧與脈絡結合到
系統中，希望能夠給新生以及舊生適當的選課建議。在財務方面，期推出報
帳付款時間預測系統，預測每一筆報帳到真正付款所需時間，此項資訊可以
充分被利用在臺大短期金融操作上，減少低利活存資金。在輔導就業上面，
期對目前臺大求職求才系統做加值服務，能夠自動幫廠商需求以及學生履歷
作配對媒合。在學生狀態上面，期結合自然語言處理的技術，由智慧型的程
式對於學生自傳部落格文字作分析預警，對於可能需要心理輔導的學生(如有
憂鬱症傾向者)，或是有學習障礙的學生事先作預警動作。
2.iNTU plus
(1)改善現有服務
A.嶄新的服務介面：將各項服務依使用者的類別區分不同選單，使用者可
自己依需求點選，將可更快速找到符合需求的服務。且選單區隔之後，
也有較多空間可規劃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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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高在各式平台使用之相容性：行動裝置的使用已經完完全全融入在每
一個人生活當中，使用者也一再提出需求，待評估後將規劃支援更多行
動裝置平台。
C.整合現有功能分類及提升服務效率：整合現有功能，審視資料來源並加
以整理；調整程式碼加速反應以期提供使用者更為實用且便利的資訊。
(2)新功能之規劃
A.依據目前 myNTU 所提供的各項服務，依其急迫性及可行性規劃行動版，
提供更完善的行動服務。例如：差假查詢。
B.舉辦 App 創意競賽，鼓勵學生發揮創意，進而尋求最適合的方法協助
學生實現其創意。若學生已完成程式，可協助上架，讓其程式更廣為使
用；若尚未完成，亦可討論規劃來實現它或根據其性質於擴充 iNTU＋
加以考量。
C.考量使用者在校園中的各項需求，全方位從使用者的食、衣、住、行、
育、樂等各方面去思考，以提供使用者更多便利且實用的資訊。例如：
食：美食推薦；衣：班服製作相關資訊；住：匯集宿舍、租屋資訊；行：
校園交通車資訊、違規車輛舉報；育：課業相關資訊、打工情報；樂：
休閒娛樂資訊。
D.利用行動裝置的推播功能，完成緊急訊息通知。
E.與校內其他單位合作，擴充校務系統於行動裝置上的應用，如 cieba 與
保健中心。
3.強化資訊服務管理與安全
(1)建立客戶管理系統(CRM)：所有客戶諮詢一律建檔，記錄發生時間、問題
種類、系統名稱等資訊，以利後續追蹤與分析。
(2)量化 IT 服務績效
A.定期產生統計報表。
B.分析常見問題，藉以了解資訊系統穩定程度。
C.了解各系統上線運作所需之隱藏成本。
D.藉由客戶支援統計，以量化方式呈現 IT 服務績效。
E.管理階層決策支援參考。
(3)導入 ITIL(IT Infrastructure Library)國際規範：量化資訊技術服務作業績效。
(4)導入 ISO 20000 ITSM(IT Service Management)國際規範：將技術服務工作
流程制式化。
(5)通過外部驗證機構之稽核，取得 ISO 20000 資訊服務管理之國際認證。
4.數位知識典藏
(1)數位教材之蒐集與整合
A.建置數位知識典藏系統：結合虛擬主機(Virtual Machine)之設置，將所
需功能分門別類且建置於不同主機，細部分工以提升典藏系統之效能，
並於程式開發過程中納入負載平衡的概念，以增進數位典藏系統之穩定
性與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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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整合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與校內各開放式課程相關單位溝通
協調，致力將目前分散的數位課程資訊整合至數位典藏平台，以達到資
訊統一、集中及專業化的資源管理與規劃。
(2)講義內容之關鍵字擷取與分析
A.建置關鍵字擷取程式：將開發與建置關鍵字斷字程式，並分析不同型態
的數位課程講義以進行關鍵字擷取，並分析關鍵字之詞性與頻率，以進
行內容索引。
B.過濾適當文字作為標籤：自動透過關鍵字之詞性與頻率來過濾掉不具代
表性之文字、贅詞或贅句，並推薦使用合適之字詞來標註數位課程，以
作為課程搜尋之依據。
(3)線上影音之開放與分享
A.提供課程分享至社群網站：將開放式課程分享至著名的社群網站(如
Facebook)，使得社群成員得以學習課程內容，進而分享學習的成果與
好處，吸引更多人來觀看開放式課程。
B.推廣數位知識典藏系統：大力推廣數位知識典藏系統，同時為前端使用
者、後端上傳教材者，提供更多簡單、便利的操作介面與功能，使更多
人了解數位典藏系統的好處，享受開放式課程的豐富內容，並設計典藏
系統問卷機制，使得系統更臻完善。

(四)網路的中心
1.網路基礎建設升級：強化及優化校園網路基礎建設重點工作，包括：
(1)提升骨幹網路傳輸規格
A.提升各系所或單位以 10Gbps 速率與校園骨幹網路連線。
B.分年擴充校園骨幹網路與核心骨幹連線為 100 Gbps 的傳輸速度，骨幹
網路的頻寬可以滿足未來網路應用之需求。
C.雲端服務使用量日益增加，將提升雲端伺服群與骨幹網路連線頻寬至
40Gbps，以提供校園使用者順暢的雲端服務。
D.因應校園內逐年增加的大量智慧型移動裝置，無線網路流量勢必隨之激
增，為滿足最新 802.11ac 無線網路服務所需之頻寬，將逐年提升無線
供電交換器與無線控制器連線速度為 10Gbps 以上。
(2)具備 QoS 之端對端多媒體網路架構：建置網路設備 QoS 服務，根據流量
性質區分優先等級，確保關鍵任務流量獲得必要之頻寬。
(3)階段性導入 SDN 技術：評估與測試 SDN 技術對網路管理維運的效益，評
估與測試 SDN 技術所提供的新形態網路服務
2.無線行動網路升級到 802.11ac 及 LBS 加值服務
(1)無線網路使用者端存取速度會提升至 802.11ac( WIFI 5G)，速度可逹 1G 以
上，為因應使用者端存取速度提升，學校相關的熱點一併升級至 802.11ac。
(2)校園資訊網路行動化及增加一些無線加值服務，如 Location Based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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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校園網路資安防禦
(1)ISO27001：2013 及 ISMS 運用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PDCA(Plan-Do-Check-Act)
循環模式永續經營，透過不斷的建立、實施與操作、監控與審查、維持與
改善，持續執行風險評鑑作業，以達到資訊安全管理目標。
(2)為保護機密與研發資料不被竊取，計資中心除導入新一代入侵偵測系統外，
將 導 入 反 制 針 對 性 攻 擊 (APT) 、 殭 屍 網 路 (Botnet) 、 木 馬 後 門 (Trojan
Backdoor)等資安系統。
(3)持續推動本校教職員工與網路管理人員之資安教育訓練，以達資安事件源
頭控管之目標。
4.雲端行動視訊服務
(1)初期先導入同時可容納數百人的多個教室或會議室雲端行動視訊服務，以
及數百人可同時看的直播視訊服務。
(2)整合本校的單一認證系統，針對不同帳號可以授與不同的使用權限，其中
包含管理者、會議主持人、演講者、作者及一般訪客等權限。
(3)與校務系統整合上必需簡單維護，方便使用。

五、預期效益
(一)e 大學的中心
1.推動校務行政全面 e 化與 M 化
(1)全面 e 化，完成 e 大學的基礎建設：臺大教職員生皆可藉由網路連結校務
系統，辦理每日事務，享受 e 大學所帶來的便利性。全面提升行政效率。
(2)創新服務，擴大校務系統服務範圍：導入新資訊技術，延伸系統至手持式
裝置；導入服務導向架構，整合其他服務。擴展系統可使用的平台及服務
的對象，無形中可擴大校務系統服務範圍。
2.數位學習行動化服務
(1)常態開設電腦應用及進階課程，加強個人在資訊社會中所須具備之網路學
習與資訊應用能力。
(2)建置個人化及行動化學習平台，加強互動性及多元化學習裝置存取，增進
學習效果。
(3)遠距教學平台系統升級及行動化
A.網路教學平台系統全面升級到 HD 及支援行動化，提升視訊品質及達無
所不在學習之效。
B.支援學校同步遠距課程，並可做為視訊會議或一般研討會使用場地。提
供專業拍攝品質之課程教材或演講錄製，以複合式功能增進使用效益，
也達資源共享之用。
C.讓臺大與國際間的合作研究，能透過視訊會議進行研討，以節省人員旅
途勞頓奔波所需的人力、時間與金錢。
D.解決各單位購買視訊設備及技術問題、維護困擾及經費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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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算的中心
1.雲端與普及運算
(1)應用軟體購置
A.提供全校師生足夠的軟體需求，對於教學學習及研究環境的提升將有全
面性的助益。
B.利用「軟體雲」之雲端服務，讓多人共享授權專業軟體，以減少採購授
權數及總價。
(2)雲端化電腦教室系統
A.改善現有管理系統的缺失，有效提升使用電腦的效率。
B.逐年更新系統軟硬設備及使用者端硬體，整合各院系電腦教室以建立
「臺大雲端電腦教室」。
2.高效能運算服務 2.0
(1)提供多樣化異質架構之平行計算環境。
(2)提供常用商業版科學計算軟體環境。
(3)藉由教育訓練，培養研究團隊之程式開發能力，及科學計算軟體之應用。
3.巨量資料儲存與計算基礎建設
(1)建置符合巨量資料要求之研究平台，提供儲存、計算與處理分析等功能。
(2)研究團隊可突破現行軟硬體限制，進入大尺度規模的巨量資料分析研究。
(3)藉由教育訓練，引導使用者善用巨量資料相關的各式工具與技術。

(三)資料的中心
1.智慧型服務：透過現有系統的資料分析及程式微調，提供使用者更快速有效
的服務。讓使用者能馬上感受到貼心的服務，提高系統使用率，同時提升行
政效率。
2.iNTU plus：透過比賽讓學生創意得以發揮，同時改善原有服務的不足，提供
更貼近需求的服務。
3.強化資訊服務管理與安全
(1)強化支援服務品質
A.建立客戶資料庫，完整記錄使用者過去諮詢紀錄與處理狀況，方便客服
人員參考。
B.系統針對無法即時處理案件給予追蹤序號，方便客戶未來查詢進度。
C.系統自動追蹤案件，提醒處理未結案件。
D.系統自動發送滿意度調查，詢問客戶反應。
(2)提升客戶滿意度。
(3)以量化方式呈現系統維運成本與 IT 服務績效。
(4)取得 ISO 20000 資訊服務管理之國際認證。
4.數位知識典藏
(1)數位教材之蒐集與整合
A.減少數位課程資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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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數位內容永續保存。
C.數位課程內容管理一致化。
(2)講義內容之關鍵字擷取與分析
A.便利數位課程搜尋。
B.取得關鍵字搜尋熱門程度。
(3)線上影音之開放與分享
A.學習資源豐富化。
B.落實終身學習。

(四)網路的中心
1.網路基礎建設升級
(1)提升骨幹網路傳輸頻寬
A.提供高頻寬與穩定度高的校園骨幹網路基礎服務，以充分滿足校務行政
區與教學研究區之需求。
B.提供雲端計算所需要的超高速網路平台，藉由網路運算的高效能，為學
校的教學研究工作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
C.提升無線網路 20 倍頻寬，建構不受空間限制的校園教學與研究發展平台。
(2)具備 QoS 之端對端多媒體網路基礎：藉由具備 QoS 保證機制的校園網路
架構，提高結合視訊、語音及資料之多媒體網路應用品質，提升本校教學
研究及行政運作之效率。
(3)階段性導入 SDN 技術
A.簡化管理的複雜度，提升網路管理的效率。
B.透過 SDN 附加的彈性價值，提供目前無法提供的網路服務。
2.無線行動網路升級到 802.11ac 及 LBS 加值服務
無線網路的服務範圍加大及速度提升，提供一個行動教學的環境，並開發無
線網路的加值服務。
3.強化校園網路資安防禦
(1)計資中心為全校重要資訊系統之匯集中心，保護中心資訊的機密性、完整
性與可用性，對維持全校資訊系統正常運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計資中
心於 98 年通過 ISO27001 及教育體系 ISMS 資安認證，未來將持續導入並
通過最新國際資安標準 ISO 27001：2013 與最新教育體系 ISMS，以達成
國際級資安水準，透過 ISO 27001：2013 與新版教育體系 ISMS 控制集體
風險，強化實質安全，提供安全服務。
(2)高度保障臺大機密與研發資料安全性，避免遭惡意人士以惡意程式、殭屍
網路或木馬後門等方式竊取。
(3)提供全校師生隨時可存取之高品質網路服務，當發生阻斷服務攻擊時，可
迅速將攻擊流量隔離，避免癱瘓整個網路，確保學術網路高度存取可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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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動本校教職員工與網路管理人員之資安教育訓練，以強化人員資安防護
意識，增強人員資安防護能量，更可擴散於所負責與管轄之相關業務，達
到資安事件高效率之源頭管控目標。
4.雲端行動視訊服務：簡單維護，方便使用，有效利用本校高速的網路環境，
進行教學與研究。利用雲端會議或教學系統，減少交通費及住宿費的支出，
網路取代馬路，並達到與傳統會議或上課同樣的效益。

六、考評
(一)推動校務行政全面 e 化與 M 化
1.線上系統使用率的提升。
2.行政效率的提升。
3.行政成本的節省。
4.使用者滿意度。

(二)數位學習行動化服務
1.常態開設電腦應用及進階課程
(1)課程數。
(2)開課時數。
(3)上課人次。
2.個人化及行動化學習
(1)課程數。
(2)使用人次。
3.遠距教學平台系統升級及行動化
(1)遠距課程主、收播數。
(2)視訊會議借用數。
(3)教育訓練及研討會借用數。

(三)雲端與普及計算
1.應用軟體全面更新升級。
2.更新使用者端電腦之軟硬體，因應使用者不同之需求建置多樣化的電腦使用
環境。

(四)高效能運算服務 2.0
1.計算資源逐年成長。
2.教育訓練時數。
3.支援研究團隊數與其研究成果(論文、專利、技轉…)的量化指標。

(五)巨量資料儲存與計算基礎建設
1.巨量資料研究平台的建立。
2.巨量資料儲存系統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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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訓練時數。
4.支援研究團隊數與其研究成果(論文、專利、技轉等)的量化指標。

(六)智慧型服務
1.加值服務應用系統數的增加。

(七) iNTU plus
1.行動裝置系統使用率的提升。
2.行動裝置系統應用系統的增加。

(八)強化資訊服務管理與安全
1.服務窗口之使用者滿意度。
2.取得 ISO 20000 國際認證。
3.持續通過每年外部稽核。

(九)數位知識典藏
1.數位教材之蒐集與整合
(1)典藏系統之各單位使用率。
(2)典藏課程之數量與成長率。
2.講義內容之關鍵字擷取與分析
(1)課程關鍵字之數量。
(2)關鍵字查詢規模與次數。
3.線上影音之開放與分享
(1)影音教材之點擊率。
(2)來訪人次。
(3)問卷調查。

(十)網路基礎建設升級
1.系所或單位網路向上連結(uplink)升級至 10Gbps 之達成率。
2.雲端伺服群網路向上連結(uplink)升級至 40Gbps 之達成率。
3.校園骨幹網路向上連結(uplink)升級至 100Gbps 之達成率。

(十一)無線行動網路升級到 802.11ac 及 LBS 加值服務
1.學校重要熱點的無線網路基地台都升級至 802.11ac。
2.無線網路基地台(802.11ac)連線速度可達 877Mbps 以上。

(十二)強化校園網路資安防禦
1.取得新版教育版 ISMS 驗證及 ISO 27001： 2013 國際驗證。
2.每年為本校人員舉辦五場以上資安教育訓練。

(十三)雲端行動視訊服務
1.支援 100 位以上師生同時間一同開多個網路會議。
2.支援 500 位以上使用者可同時看同一個網路直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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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心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為激勵研究風氣，提升教學品質，出版學術著作及教科書，特設立「出版
中心」，其設置辦法於 84 年校務會議通過，85 年 10 月修訂通過，並經教育部核定。
出版中心為一級行政單位，專責本校學術出版品之出版與推廣任務，並以成為專業
學術出版之大學出版社為目標，致力於出版國內外具國際水準之學術著作，以知識
與社會接軌，達成華人世界學術出版的標竿。
出版中心置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本校教授兼任，任期 4 年，得連任 1 次，負
責設定中心整體營運方向，並綜理中心業務。其下分設編輯出版、銷售發行與行政
組三組，分別承辦出版品之編輯出版、銷售發行及本校智慧財產權諮詢服務與中心
行政營運等業務。同時，為提供經費募集、管理及運用，與業務發展、內部規章及
其他重要事項之諮詢，出版中心設有諮詢委員會，置委員 9-15 人，由校長聘任之，
任期 1 年，得連任。

(一)總體目標
本校出版中心以學術出版為核心，希冀將臺大自由學風及臺灣學術界豐沛研究
能量，透過合理學術審查機制，輔以專業出版編輯流程，完整詳實呈現作者的
思維與脈絡。配合行銷整合與通路推廣，將臺灣學術成就向國際傳播與展現，
向全球讀者發聲，成為華語文世界重要的學術出版標竿與思想推手。

(二)單位功能簡介
1.編輯出版組：負責編輯出版本校出版品、教科書、學術圖書與叢書、學術期
刊、多媒體影音等資料。業務項目說明如下：
(1)彙集學術資源進行學術圖書、學術叢書之企劃與執行等編輯、出版業務。
(2)學校教師與教學單位之課程教科書的編輯、出版業務。
(3)執行學校內各行政與學術單位之出版品編輯、出版業務。
(4)學術期刊之企劃與執行等編輯、出版業務。
(5)臺大講座系列、多媒體教材等影音資料之企劃與執行等編輯、出版業務 。
2.銷售發行組：負責推廣行銷本校學術圖書、期刊、多媒體資料與臺大教育用
品等。業務項目說明如下：
(1)拓展實體與網路銷售通路，布建全球經銷與銷售網絡。
(2)經營校內實體展售據點，並提供本校師生代訂教科書服務。
(3)代銷本校各單位出版品，提升本校出版品的能見度。
(4)本校出版品電子書之行銷與推廣。
(5)建置與維護「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以及學術期刊授權業務。
(6)建置出版中心網站、部落格、電子報、社群網站，發送出版與活動訊息。
(7)新書出版之新聞發布與媒體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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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版品講座活動與國際書展之策劃與執行。
(9)規劃、設計與銷售教育用品。
3.行政組：負責出版中心行政管理與經費執行。業務項目茲說明如下：
(1)公文簽辦、文件歸檔、管理與保存。
(2)人事提聘及管考、教育訓練等相關事宜。
(3)各項經費收入、報支、審核及帳務控管。
(4)作者版稅及權利金給付相關事宜。
(5)出版中心智慧財產權授權與洽談事宜。
(6)受理臺大智慧財產權授權諮詢與協助、用印申請。
(7)財產與設備之採購、驗收、管理與維護。
(8)學術審查送審事宜。
(9)出版品印刷，編／作者贈書事宜。
(10)各項出版補助申請等相關事宜。
(11)出版中心工讀生管理。
(12)維護本校出版中心行政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現況說明
(一)編輯出版組
本校出版中心 105 年各項出版品之總出版量為：書籍，85 冊；影音多媒體 DVD，
4 種 38 片(每種含手冊 1)。值得強調的是，書籍出版品如以類別分，學術書 53
冊、教科書 16 冊，合計 69 冊，占總出版量約 81%。由此學術性出版品的高占
比，當可突顯本校出版中心以學術出版為主的核心目標。茲以 105 年出版品現
況為例，分類重點說明出版現況如下：
1.學術書
105 年出版學術書 53 冊，占總出版量的 62.3%。重要出版品包括：學術專書，
如《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周鳳五著)、《東方即興劇場：歌仔戲「做
活戲」》(林鶴宜著)、《古希臘正義觀》(徐學庸著)、《黃菊東籬耀古今：陶
淵明其人其詩散論》(齊益壽著)《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柯慶明著)、《蔡
明亮與緩慢電影》(林松輝著)、《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陳芳妹著)；合著專
書，如《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項潔主編)、《變遷中的東
亞法院：從指標性判決看東亞法院的角色與功能》(葉俊榮主編)等。
此外，英、日文外文書與翻譯書，亦為學術出版重要一環。105 年外文書(英、
日文)共出版 7 冊，翻譯書有 7 冊，例舉要者有：Intellectual Activism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 Hermeneutic Study of the Seven Epitomes、《思想史
から東アジアを考える》、《留心你的大腦：通往哲學與神經科學的殿堂通
往哲學與神經科學的殿堂》上下冊(Georg Northoff 著)、《前線島嶼：冷戰下
的金門》(Michael Szonyi 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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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科書
在與教務處合作的「教科書出版提升計畫」推展之下，出版中心從與作者洽
談到出版發行，為校內有意撰寫教科書之教師，提供上下游合一的專業出版
服務；此外，也進行翻譯以引入重要教科書至國內。105 年依計畫如期出版
教科書 16 冊，占年度出版量的 19%。教科書因其特性，多本初印後不久即
再刷，對營收有所助益。105 年之教科書，例舉其要者：《物理治療臨床案
例》(臺大物理治療系多位作者合著)、《微積分先修》(楊維哲著)，以及長期
在銷售排行榜上的《像史家一般閱讀》(Sam Wineburg, Daisy Martin and
Chauncey Monte-Sano 著)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安古典新刊」共 8 冊，包括《楚辭補注》、《四書
章句集注》、《周易本義》、《老子四種》等。這 8 冊教科書，主要是因為
國內著名文史方面的學術出版者──大安出版社，於 2015 年年底結束營業，
本校出版中心為使這套重要教科書得以持續流傳，特別於 105 年度開學前全
套出齊，以供國內各大學文學院的學子使用。
3.一般性書籍
包括普及性出版品及與校內其他單位合作之出版品。105 年共出版 16 冊，占
總出版量的 19%。105 年重要出版品包括《儒家思想的現代使命──永續發
展的智慧》(孫震著)、《是什麼，就說什麼──殷海光選集‧上》(殷海光著)、
《晶石般的火焰：兩岸三地現代詩論》(葉維廉著)、《賞心樂事：汪其楣觀
劇閒散筆記》(汪其楣著)；與校內單位合之出版品包括：《臺大教學傑出教
師的故事 10》(教務處)、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第三輯》(文學院)、
《會計思潮：臺大會計專業扎根與潮流引領》(會計系)等。
4.多媒體影音 DVD
將著名學者的授課、講演以影音 DVD 形式出版，已成為本校出版中心的特
色出版之一。105 年共出版 DVD 4 種 38 片，包括《閩南語教學》(楊秀芳)、
《崑曲之美：音樂與表演藝術》(白先勇)、《科學的疆界》(李嗣涔)，以及《《紅
樓夢》導讀(三)》(白先勇)等。

(二)銷售發行組
出版中心在近年努力下，已成功拓展布建全球銷售通路，並透過各項行銷工具
的整合與串連，建立與讀者溝通的媒介與管道，無論實體書籍銷售或數位服務
的質量，均有顯著的提升，各項業務重點現況說明如下：
1.銷售通路
出版中心於臺大校園內經營水源校區(澄思樓一樓)、校總區(總圖書館地下一
樓)與校史館(舊總圖書館二樓)三家書店門市，除展售中心出版品及教育用品，
亦代銷臺大其他單位的出版品，為臺大師生提供校園內的一方閱讀天地。校
外通路方面，除與誠品等大型連鎖書店有密切合作關係，更將重點置於大學
校園周邊的學術型書店及獨立書店；在網路時代，也與博客來、讀冊生活等
網路書店密切配合，舉辦網路主題書展及單書專頁曝光活動；在海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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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大陸、日本、香港、新加坡、美、加及歐洲皆有經銷商代銷，並已於
Amazon 等國外大型網路書店上架銷售。
2.出版品行銷
出版中心對媒體經營強調依照出版品的不同屬性，透過不同的媒體介紹給對
該出版品有興趣的讀者。出版中心以學術出版為重心，除了《中國時報》、
《聯合新聞網》、《文訊雜誌》等一般媒體外，更著力經營《漢學研究通訊》、
《日本研究中心電子報》等學術性電子報。近年來，隨著「說書」、「哲學
新媒體」、「泛科學」等網路學術性社群興起，出版中心亦與此類學術性平
臺密切合作，使中心不同領域的專業書籍，能藉由適當的管道，在該學術領
域中獲得更大迴響。此外，講座與書展是讓讀者最直接感受作者與作品魅力
的活動。出版中心於平日即舉辦新書發表會、座談、演講等書籍講座活動，
讓作者與讀者面對面互動，達到學術推廣的效果。近年更積極參加各項國內
外重要書展，包括 101 年起連續 6 年派員參加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書展、
102 年起連續 5 年參加臺北國際書展、102 年首度派員參加德國法蘭克福書
展，104 年起連續 3 年參加香港書展等，讓臺大的學術出版品登上國際舞台。
目前除官方網站(http://www.press.ntu.edu.tw/)外，亦定期編排發送電子報、並
設置部落格、社群網站、影片頻道等，發送最新的出版與活動訊息，透過各
項行銷工具的整合與串連，可將出版中心的動態即時傳達給讀者，以建立中
心專業形象。
3.電子出版品
出版中心積極推動數位閱讀，於 102 年 9 月與 Google Play 合作銷售部分電
子書(60 冊)，同時也上傳電子書到 Google books 增加書籍傳播率，近 700 種
書籍可在 Google Books 預覽 20%的內容。並於 103 年 1 月透過招商模式評選
華藝數位以及遠流智慧藏為合作通路，目前已提供 437 種(499 冊)。在數位
閱讀的浪潮下，將中心出版品企及原本傳統通路無法觸及的讀者。建置並維
護之「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收錄本校各學術研究單位出版之學術期刊論
文篇目及全文，包括《臺大文史哲學報》、《政治科學論叢》、《Taiwania》、
《臺大管理論叢》等，便利讀者查詢與閱讀，至 106 年 5 月共蒐集學術期刊
28 種，期刊論文 7000 餘篇，並提供於出版中心網站線上查詢與全文閱覽。
4.本校師生服務：出版中心現經營三家校園書店門市，提供師生服務包含：
(1)本校師生代訂教科書服務，在開學期間，本校師生需要購買不同課程的教
科書，中心可提供團體代訂國內外教科書的服務，以實惠的價格便利地購
得所需的教學用書。
(2)利用已布建完善的出版品經銷及銷售管道，代銷校內各單位／系所出版品，
讓內容豐富的臺大出版品有更多接近讀者的機會。
(3)教育用品銷售，項目多元設計深具臺大特色，可讓參訪校園的訪賓留下深
刻的臺大記憶，並建立清晰、具體的臺大意象。三家校園門市中的校史館
書店更將校內各單位的優質設計品集中陳列展售，成為極具代表性的「臺
大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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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組
1.人事現況
出版中心現有人力含主任共 23 名，內含編制內人員 4 名、約用人員 14 名、
專任助理 1 名、工友 1 名及單位自聘行政人員 2 名。以本中心業務職掌區分，
共有專業編輯 10 名、行銷企畫 6 名、行政及工友人數 7 名。
2.出版品得獎紀錄及經費補助
本中心出版之學術出版品，近年來不僅學術專書數量大幅提升，品質亦為學
界、業界肯定與推崇。除爭取教育部臺灣文史藝術論文集，獲得補助款總計
新臺幣 73 萬 5,470 元，出版《鏡像‧臺灣 臺灣文史研究譯叢》全套 8 冊外，
自 92 年至今，獲得科技部人文社會出版專書補助 41 種，經費補助 423 萬 5,414
元；出版品多次獲得專業學術獎項評比肯定，包含行政院研考會國家出版獎
5 種、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 種、吳大猶科學普及著作獎 1 種、國民
健署優良健康讀物 1 種及香港書獎 1 種。另外，近年來與國內各大網路書店
合作銷售，多種出版品進入暢銷書排行榜、多種出版品為國家圖書館、新北
市國民中學推動閱讀優良圖書、誠品講堂等單位推薦閱讀，同時多次獲行政
院研考會及新聞局推薦參加國際書展，成績斐然。
3.行銷經費補助爭取
近年來，出版中心主動規劃行銷專案，積極爭取出版品國際曝光率。101 年
6 月主動規劃並邀請國立大學出版社共同參與國際書展，擬訂完整國際書展
參展計畫書，獲教育部與學校經費補助總計 92 萬元，達成臺灣 7 所國立大
學出版社首度參與 102 年第 21 屆臺北國際書展目標。103 年，不僅擴大參與
聯展學校為 8 校，同時由中心率領國立大學出版社(中心)成立聯盟，更以跨
出臺灣迎向國際為目標，分別參與臺北國際書展、美國亞洲年會(AAS)、香
港書展及 10 月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總計已參加逾 30 場國際書展，藉由整合
各大學出版品與執行策略性合作計畫，共同合作向國際展現臺灣學術的軟實
力。參與國際性書展經費來源，除各校自籌經費，更因有教育部之支持，總
計接受臺北國際書展及 AAS 年會書展補助款總計 497 萬 7,360 元整，讓臺灣
學術出版品因曝光於國際性書展進而傳播學術能量。除此，
4.審查現況
出版中心為維持出版品質，針對學術性書籍採取審查機制，目前施行流程如
下，出版中心接受各方書稿後，交付叢書主編初審是否符合叢書出版方向。
若符合中心出版方針，則由叢書主編推薦之審查名單中，擇定 2 位審查人進
行學術審查。審查結果區分為「推薦」、「修改後推薦」、「修改後再審」
及「不予推薦」。若審查者皆推薦，則審查通過，確定出版。若需修改，則
轉知作者修改後，再提交叢書主編與中心主任複審確認後出版。若審查意見
其一為「不予推薦」，則需由叢書主編推薦第三審查人，重新進行審查，再
依第三審查人之意見，予以定奪。經本中心審查後出版之出版品，於版權頁
加註「本書已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學術審查」，作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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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慧財產權權利維護與授權及諮商
隨著智慧財產法治觀念的普及，中心各項出版品之出版致力於以遵守智慧財
產權為最高指導原則。在圖書編輯出版過程中，不僅嚴格把關專書作者之書
稿未侵害他人(機關團體)之權益，並於編輯過程中，對於所引用之圖像、文
章為獲得智財權所有權人(機關團體)之同意與授權方為收錄。
智慧財產權保障不僅在於中心之各種出版品，本校出版中心以臺大智慧財產
權專責單位提供相關專業的智財保護觀念與授權諮商服務予各單位(系所)，
嚴謹保護本校極具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按：本校第 2635 次行政會議通過，
有關本校申請智慧財產權授權等相關案件處理，以出版中心為申請單位，後
依權責分工，與資訊相關之軟體或資料庫、專利技轉等由研發處處理，各式
出版品之授權由出版中心為之。)
6.國際學術交流，版權輸出與引入出版：
出版中心在學術出版品質廣受肯定的同時，積極參與國際性重要書展活動，
使得國際知名度大幅提升，與國外出版單位接觸亦愈日漸頻繁，來訪學校遍
佈全球，如奧克蘭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等。並於 103 年邀請哈佛大
學出版社執行主編 Sharmila Sen 博士蒞臨本校，與出版中心進行意見交流，
並舉辦學術出版論壇。
為使本校富有學術價值之著作發揮學術影響力，乃與中國大陸、國際知名且
優秀之學術出版單位(或大學出版社)進行授權出版或合作出版，迄今已與 14
家出版社合作，總計出版 23 種 24 冊圖書，其中 2 種更發行電子書。出版中
心授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
展》一書，在中國大陸上市後不久，即獲得「騰訊‧商報華文好書」之 2017
年 3 月十大好書，及 2017 年 3 月光明書榜。此外，授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的《中國文學史》(全套 2 冊)及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宇宙起源》
等書，均因廣受當地讀者喜愛而改版與再刷。經由上述授權機制，本中心優
質的學術、科普書籍，已以簡體字版傳播於中國大陸。
版權交流不僅單向輸出本校出版品，出版中心亦規劃將世界經典著作以繁體
中文加以出版。近五年來已與 21 家出版社洽談成功，經嚴謹的翻譯、審定
譯稿、編輯等出版程序，順利出版了 18 種 19 冊圖書。其中《總力戰與臺灣—
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下冊)，甫上市首周即登上國內最大圖書網路平臺—
博客來「專業／教科書／政府出版品」類書籍暢銷排行榜第 5 名、人文史地
類書籍第 15 名；連續進榜 6 周且維持暢銷書前 10 名，最高排行為第 2 名。
此項成績對於一份非教科書、非考試用書的學術出版品而言，極為不易。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堅持嚴謹學術審查機制，打造以研究者為尊的學術出版平台
在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領域中，學術專書之影響力較單篇文章更為深遠，惟經
常因缺乏具公信力的學術審查機制，難以為新聘、升等或學術獎項所採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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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使得研究者對專書寫作躊躇不前。為營造更健全的學術環境，出版中心堅持
採取最嚴謹、專業自主的學術審查機制，以學術上貢獻度為最高考量，對專書
內容做匿名學術審查，依審查結果決定出版與否，打造一個以研究者為尊的學
術出版平台。

(二)增加學術書籍學門領域及類型，拓展出版中心學術影響力
出版中心現階段學術出版內容，以人文、社科學門為主，未來除持續目前之出
版方向外，將在現有基礎上透過加強與校內各系所及研究中心合作關係，擴大
出版觸角，以拓展臺大的學術影響力。增加之方向有二：1.學術書籍的學門領
域；2.出版品類型。執行策略上，前者除維持目前「學者主導之叢書制」外，
擬增加中心編輯群主導的叢書系列；後者則以配合教學研究需求，採取主動和
系所合作模式，拓展教科書(含影音教材)、人文及科學普及性讀物，以及多作
者論文集的出版。

(三)建置紙本/數位分流模式，提升出版經濟效率
面對數位出版的日新月異發展，出版中心須作出相應調整。目前中心紙本書籍
之出版流程，運作流暢，未來擬朝著「紙本數位，兩者並重但分流」的模式邁
進。執行上，將依書籍內容、讀者群、製作成本、預估銷售量等各項因素，選
用最有效率、最適合的出版模式，除傳統紙本、電子書型式外，針對某些出版
品類型，將建置完全以 POD(Print On Demand)方式進行編製、銷售的上下游機
制，以提升中心整體之出版經濟效益。

(四)積極建立國際合作關係，增進海外市場銷售量
藉由參與臺北國際書展、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書展、香港書展以及德國法蘭
克福書展等具指標意義的國際書展，打開本校出版中心在國際間的知名度，積
極建立與國內外各大出版社合作關係，除維持與哈佛、芝加哥等大學出版社友
好關係外，藉由書展版權市場的交流機制，將華語優質學術品推向世界，爭取
合適銷售及代理伙伴，提升本校出版中心出版品海外授權數量及銷售量，期望
將臺灣學術成就向國際傳播與展現，向全球讀者發聲。

(五)校園書店多元化經營，建構校內文化新據點
由於網路書店興起，以及讀者購書行為的改變，對於實體書店而言，「書店必
須不只是書店」。書店現今的定義已轉型為以「書店」為名的文化據點。未來
的校園書店將以舒適的閱讀休憩環境，展示中心及臺大相關的各式出版品，符
合學生需求與喜好的教育用品，並將舉辦各式講座、讀書會等沙龍活動，提供
學生不同的生活體驗。

(六)智慧財產權權利維護與推廣
出版中心為臺大智慧財產權專責單位，負責提供相關專業的智財保護觀念與授
權諮商服務予各單位(系所)，嚴謹保護本校極具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本
校學術排名於國際躍升，與國內外各出版單位接觸頻繁。為維護本校師生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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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避免日後糾紛，出版中心將積極協助各單位(系所)相關諮詢與服務，以維護
本校師生權益。

四、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為達成上述發展目標，未來 5 年之發展策略暨具體執行方式分述如下。

(一)編輯出版組
1.學術書
學術書學門領域將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基礎逐步擴展，除加強臺灣文獻領域，
更將觸角朝向醫學倫理等範疇。除維持「學者主導之叢書」出版制度，編輯
群將主動規劃並與校內各系所或研究中心共同規劃出版學術叢書、單書，拓
展出版學門領域。學術書出版前均需通過嚴謹、專業自主的學術審查機制，
由學者專家針對專書內容做匿名學術審查，依審查結果決定出版與否。
2.教科書
教科出版過程繁複，出版中心自 100 年執行「教科書出版提升計畫」，卓有
成效，針對部分教師撰寫意願不高、稿源不穩等問題，接續將調整執行方式，
包括邀稿標準、累進版稅、簡化審查行政流程、提前訂約等措施，主動透過
系所與作者洽談，鼓勵作者本於學術在地化而運用台灣的素材與案例編撰，
期引發教師們撰寫教科書之興趣及引導學術教科書出版趨勢。
3.一般書籍
一般書籍的出版模式，將由「被動接受投稿」走向「主動規劃出版」，相關
編輯流程、印製模式皆配合進行調整。但在選題、確定作者、撰寫方向將諮
詢相關學者專家，以其專業為出版品品質把關。預計先由單書著手，以環保、
商管等領域為優先考量。
4.電子書(數位出版品)
目前中心出版品於紙本印刷流程完成時，已同步出版電子版本。為提高出版
效率，中心書稿將具以下特微書稿優先採取數位出版，以 POD(print on
demand)方式印製：(1)初印量少，但內容不具時效性，可採隨訂隨印；(2)設
計簡約，內頁格式化，較不需高品質圖片印刷技術；(3)可經由中心網站或電
子書通路廠商銷售。配合數位出版模式，中心將逐步規劃、執行與修正編輯
流程，根據出版品之性質，從入稿開始採 P/E 分流出版模式。

(二)銷售發行組
1.從一本書開始
出版中心的行銷規劃由一本書為起點，書本身無法言語，行銷透過對書籍的
詮釋與定位，為書代言，找到專屬的特定讀者；再藉由各式工具發布出版消
息，通過適當的媒體與活動接近設想的目標群；最後再讓讀者便利地在通路
上找到這本書。把對的書用對的方式交給對的人，是本校出版中心行銷書籍
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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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銷一個書系
成功的單書的行銷策略，可激發連鎖效應，累積由每一本單書構成的書系聲
望，再藉由書系的整體形象，讓讀者認識書系內的其他書籍。出版中心以「學
者主導之叢書」即朝此方向設計，如「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已持續出版
15 本，透過同一書系的規劃與設計，可匯集讀者對此一書系的信賴與認同，
產生滾雪球的正向循環效益。
3.建立臺大出版中心的品牌
出版中心每一份文宣、每一場活動、每一本書的出版、每一個書系的經營都
在向讀者宣告，中心的定位為以學術出版為核心價值，作為華文學術出版的
標竿。讓讀者、臺灣社會與國際學術圈充分認識並理解，臺大出版中心是有
影響力的大學出版社，是華文出版界第一流的大學出版社，更是能夠貢獻於
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學出版社。
4.行銷臺大、行銷臺灣
行銷出版中心的同時，更是行銷臺灣大學、行銷臺灣。在國內參加臺北書展
時，出版中心的作為就代表臺大；當出版中心率領各大學出版社到世界參加
國際書展時，就代表臺灣。展現中心，就是展現臺大學術研究出版，展現臺
大累積的學術能量；行銷臺大出版中心，更是呈現臺灣在關於自身的學術研
究中投入多少心思，為漢學研究與華人文化的繼承與發揚貢獻多少力量。

(三)行政組
1.學術審查機制
出版中心學術圖書與教科書，皆由至少 2 位以上審查人進行同行審查，審查
時間以 3 個月為原則，日後希冀能建立完整審查人學門領域資料庫，除叢書
主編推薦外，能依照學者研究領域，選擇適合審查人選，增加學術審查權威
性。另一方面，藉由大學出版社聯盟力量，參考期刊審查制度，合作規劃建
立完整書籍學術審查制度，全面提升臺灣學術出版品質。
2.提升經費利用效率
書籍出版流程，需要多人長期參與，所費不貲且書籍印刷具規模經濟，為達
到經費有效利用，與編輯組合作，依書籍類型區分，配合編輯流程修正，於
書稿確認出版同時，決定紙本或電子出版型式，提升出版經濟效益。
3.智慧財產權諮詢
將出版中心提供校內各單位／系所智慧財產權相關諮詢服務內容，廣為周知，
並重申校內各單位／系所於與商業出版社簽訂出版相關合約，能事先知會出
版中心做審訂事宜，以保護師生權益，尋求校內最大利益。

五、預期效益
(一)增加出版品學門領域，擴充學術影響範疇。
(二)加強與校內各系所及研究中心合作，支援教學與研究需求。
(三)利用不同出版模式，有效降低成本並加速出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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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電子書招商機制，將出版品推向對岸。
(五)提升華語書籍學術品質，向國際展現臺灣學術實力。
(六)提供小型講座沙龍空間，建立校內嶄新文化據點。
(七)提供校內各單位/系所智慧財產權相關諮詢，維護本校師生權益。

六、考評
出版中心於每年年初規劃該年度的營運目標與策略、出版品的種類與數量、經
費與人力需求分析，並訂定關鍵績效指標。且於每月舉行中心業務會議，由中心主
任檢視3組及各成員之業務執行進度與實際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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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為提升校園環境品質與防止污染，於 79 年 2 月成立「環境保護中心」
，專
責校內各類實驗場所污染防治及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等相關事宜。82 年勞委
會指定大專院校實驗場所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後，環境保護中心更名為「環境
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衛中心)，後依環境保護署「學術機構運
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科技部「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辦理實驗場所申請、申報等業務，並制訂校
內相關管理辦法與制度，有效維護校園環境安全，保障教職員工生健康。

二、現況說明
(一)組織與任務
本校環安衛中心依業務需求分設 6 組，包括綜合業務組、危害性物質及廢污管
制組、輻射防護組、生物性污染防護組、職業安全組、職業衛生組等，由總務
長兼任中心主任，各組組長由校內相關系所學有專精之教授兼任。本校環安衛
中心另設秘書一人，負責各組業務之溝通協調。6 組業務則由 7 位同仁承辦，
其中一人為勞工安全管理師，一人為勞工衛生管理師。
本校環安衛中心成立的目的，除依據政府法令訂定校園環保與安衛法規外，並
督導、協助校內各教學、研究及行政單位執行環保與安衛工作，主要業務為：
1.環保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之推動。
2.實驗場所及實習場所工作環境之影響評估及督導或執行。
3.校園污染行為之預防、監測、協助及管制。
4.校園環境品質提升計畫之規劃及督導或執行。
5.校園實驗、實習場所職業災害防制、職業安全衛生計畫之規劃、建議及督導
或執行。
6.其他環保安衛相關事項之規劃及督導或執行。

(二)各組業務說明
1.綜合業務組(簡稱綜合組)
業務範圍：
(1)校園環保及安衛相關法令規章之彙整、宣導。
(2)校園環保及安衛之教育、宣導及支援。
(3)校園環保及安衛計畫、方案及重要業務之追蹤考核。
工作內容：
(1)校園環保及安衛計畫、方案及重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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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臺大永續校園行動方案，擬定永續校園白皮書。
(3)籌備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4)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5)辦理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6)辦理教育部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計畫。
(7)環安衛 e 化業務。
2.危害性物質及廢污管制組(簡稱危廢組)
業務範圍：
(1)全校性危害性廢棄物處置及廢水排放規劃。
(2)實驗、實習場所運作危害性物質之監督與追蹤。
(3)實驗、實習場所危害性廢棄物處置及廢水排放之督導、管理與處理。
工作內容：
(1)辦理毒性化學物質請購、審核、管理與紀錄申報作業。
(2)辦理實驗室廢液、實驗用廢玻璃及過期等廢化學物質清理作業。
(3)辦理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教育訓練相關事宜。
(4)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異動、申報事宜。
(5)統計甲類先驅化學品運作事宜。
(6)辦理毒災事故通報、調查與協助後續處理相關事宜。
3.輻射防護組(簡稱輻防組)
業務範圍：
(1)輻射源之管制、追蹤及監督。
(2)輻射安全之管理。
(3)輻射污染及輻射廢料處理之規劃及督導。
工作內容：
(1)辦理輻射性實驗操作人員防護訓練。
(2)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使用管制。
(3)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帳料之申請辦理。
(4)定期至各操作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實驗室進行輻射污染偵測工作。
(5)輻射偵檢器之送校。
(6)輻射工作人員認定及協助其健康管理。
4.生物性污染防護組(簡稱生污組)
業務範圍：
(1)實驗、實習場所之生物性安全衛生之規劃、督導與管理。
(2)校園內飲用水安全之規劃、督導與管理。
(3)餐廳、福利社相關生物性污染之管理與專業諮詢。
工作內容：
(1)辦理生物性實驗室等級鑑定作業。
(2)辦理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計畫申請作業。
(3)辦理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異動事項之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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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感染性廢棄物清運作業。
(5)辦理本校生物安全教育訓練。
(6)校園飲水機水質檢驗作業。
5.職業安全組(簡稱職安組)
業務範圍：
(1)職業災害防制計畫之釐定，安全管理之規劃、督導。
(2)實驗、實習場所之職業安全管理、定期重點檢查之督導。
(3)職業災害調查及處理之規劃及督導，職業災害統計之辦理。
工作內容：
(1)辦理環安衛委員會開會事宜。
(2)辦理職業災害統計、調查與申報。
(3)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之調查。
(4)籌備緊急應變演練。
(5)規劃校內室內空氣品質監測。
(6)辦理全校性實驗、實習場所安全衛生訪視。
6.職業衛生組(簡稱職衛組)
業務範圍：
(1)職業衛生管理計畫之釐定，衛生管理之規劃、督導。
(2)實驗、實習場所之職業衛生管理、定期重點檢查之督導。
(3)依健康管理資料規劃輔導實驗室、實習場所作業環境改善。
工作內容：
(1)辦理實驗場所人員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2)辦理全校急救人員調查及教育訓練。
(3)審核人事室舉辦之ㄧ般健檢人員事宜。
(4)依健康管理分級，並實際進行訪視。
(5)辦理體外心臟除顫器(AED)設置與教育訓練。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提升校園環境安全。
(二)加強教職員工生環安衛意識。
(三)維護實驗場所人員健康安全。
(四)推動永續校園行動方案及環境教育。
(五)強化環安衛 e 化業務。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提升校園環境安全
1.實驗場所訪視與改善
本校目前約有 1,600 餘間特殊實驗場所，為能有效管理並維護教職員工生之
安全健康，環安衛中心對於不同性質實驗場所進行定期訪視工作，包括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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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場所訪視、生物安全實驗場所訪視、毒化物實驗場所訪視。每年 5 月另
推動全校實驗場所年度訪視，訪視重點為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實施狀
況及一般性、電氣安全、化學性、機械性、生物性與輻射性之安全衛生檢查。
2.污染防治設施補助改善計畫
為維護本校進行化學實驗、生物科技及基礎醫學研究等相關實驗之教職員工
生健康與安全，避免進行實驗時遭受感染或導致危害，環安衛中心爭取經費
補助，協助實驗場所汰換過時或老舊之機器，如排氣櫃、生物安全操作櫃及
高溫高壓滅菌鍋等設備，提升本校實驗場所運作之安全。
3.實驗場所設立審查
為使實驗場所運作更具效率並合乎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確保教職員生
之安全，環安衛中心特訂定實驗場所設立審查辦法，並將實驗場所設立分一
般性實驗場所及特殊性實驗場所，各實驗場所皆須提出設立申請，經總務處
營繕組、校規小組及環安衛中心等相關單位審查通過後，即可核發實驗場所
合格證書。
4.大型館舍緊急應變演練
有鑑於氣候異常，複合性災害頻傳，環安衛中心每年擇定並輔導兩特定系所
單位或建築物進行緊急應變演練，以增進校內緊急應變能力。

(二)加強教職員工生環安衛意識
本校規範進入實驗室及從事特殊作業之人員至少須接受 3 小時相關教育訓練，
包括一般安全衛生、危害通識、輻射防護及生物性實驗安全等課程。鑑於實驗
場所使用物質及設備種類繁多，所處場所環境相對複雜，實需強化相關人員安
全衛生知識及應變能力，環安衛中心將提升教育訓練品質，使人員在學校實驗
(實習)場所擁有專業的安全衛生觀念與知識，藉以預防學習或研究中發生意外
及降低安全衛生災害風險。

(三)維護實驗場所人員健康安全
本校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之教職員工，係指進入實驗場所工作並獲致薪資者，
並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雇主應實施健康檢查。健康檢查依工作場所實驗性
質分一般健檢及特殊健檢，特殊作業健康檢查若經醫師判定為 3 級管理人員，
環安衛中心將安排專業醫療團隊至實驗場所進行臨廠服務，協助了解實驗場所
運作狀況，並提出相關改善事項，以維護該實驗場所工作人員之健康安全。

(四)推動永續校園行動方案及環境教育
本校自 94 年起推動永續校園行動方案，102 年經重新檢討後提出新版永續校
園行動方案及白皮書，未來每年將依工作性質分組召開工作計畫及工作成果會
議，檢討方案表執行進度並紀錄成果。
近年政府對環境教育的推動正以各種形式如火如荼展開，本校環安衛中心每年
舉辦約 12 場次與環境教育相關的講座，邀請學界、民間團體或學有專精的專
家學者擔任講師，除本校教職員工生，亦開放校外人士參與以共享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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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化環安衛 e 化業務
本校實驗場所多達 1,600 餘間，性質迥異，且跨領域研究眾多，場所性質與人
員申報(請)、教育訓練、健檢等業務環環相扣，勢必需要一套功能強大的電子
管理系統。本校自 94 年 9 月起，推動行政 e 化，環安衛中心亦從 99 年起規劃
建置環安衛作業申請及管理系統，目前除提供使用者線上申請外，並納入資訊
查詢系統、資訊統計分析系統、校內電子簽章呈核系統及校外主管機關相關申
報系統資料傳遞介面，以提升行政效能。實驗場所運作管理系統正式上線，網
址為：https://eposhuser.ntu.edu.tw，未來將持續增加適合線上申請的業務功能，
並與救災圖資結合，使本系統更臻完善，有效提高整體環安衛業務效率。

五、預期效益
(一)整合本校環安衛業務資源，提升環安衛工作之執行品質。
(二)強化環安衛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充分提供軟、硬體的學習資源，提升人員的環
安衛知識，達到學習及保護的雙重意義。
(三)增強校內教職員工生環安衛意識，提升本校實驗場所運作安全。
(四)整合本校永續校園推動工作，提升愛護環境珍惜資源的環境教育意識。
(五)實驗場所運作管理系統可簡化各式環安衛業務申辦作業程序，提高作業效率，
同時減少紙張用量，達節能減碳效果。

六、考評
(一)有效管控實驗場所運作及整體校園環境安全，並提升緊急應變能力。
(二)提升環安衛教育訓練品質，使人員在學校實驗(實習)場所擁有專業的安全衛生
觀念與知識，有效預防實驗場所意外發生並降低安全衛生災害風險。
(三)永續校園行動方案及環境教育講座持續推動，每年追蹤檢討並紀錄實施成效。
(四)實驗場所運作管理系統運作可提升整體環安衛行政業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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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部
一、單位功能與總體目標
本校進修推廣部業務早期分為進修學士班(即夜間部)及推廣教育兩大部分，其
中進修學士班自 96 學年度起已全面停招，目前主要業務為推廣教育為主。
本校進修推廣部的設立是基於臺大的社會責任，作為臺灣大學研究及教學資
源與企業、政府與社會菁英繼續學習的溝通平台。臺灣大學透過這個平台得以將臺
大的教研資源與社會分享，進而發揮臺大的知識影響力，對社會產生正面向上的力
量。本部並透過有效率的管理，提昇組織效能，有效運用校內外資源，並維持財務
自償運作。
本校強調「教育與人才培育、知識創新、貢獻社會、創意與創業」等四大任務，
期能達成「提供師生一流學習與創新的優質環境、培養社會領導菁英與知識創新研
究人才、協助國家發展、解決人類永續發展的重大問題」等使命，與「華人頂尖、
世界一流」的願景。為賡續臺灣大學的發展願景，「臺灣大學進修推廣部」的使命
為「提供優質終身教育，培植跨領域菁英；協助社會人才再塑，提升國家競爭力」；
以「優質學習典範」、「創新成長卓越」、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為願景，
並訂定「創新課程與教學」
、
「整合校內外資源」
、
「擴大社會影響力」與「提昇品牌
與價值」為四大發展策略。

二、現況說明
推廣教育業務隨著資訊科技進步及知識經濟的成長，社會需求日益擴大，為符
合社會在職進修人士之需求，本校進修推廣部積極與各院系合作推出多元課程，以
符社會所需，此外亦配合校方政策，協助各項專案辦理。茲將本校進修推廣部營運
現況以平衡計分卡的四大構面說明如下：

(一)財務面
1.追求財務自償
(1)開創多元課程提供社會所需
本校進修推廣部積極規劃多元課程以滿足在職人士提升專業知識所需，包
括管理類、財金類、法律類等學分班與研習班課程，近年來持續辦理課程
臚列如下：
A.法律學分班。
B.管理碩士學分班。
C.管理碩士網路學分班。
D.臨床研究護理師學分班。
E.高中教師生命教育教學學分班。
F.投資理財研習班。
G.卓越領導人研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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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職場心理學研習班。
I.財務報表分析研習班。
J.組織行為與領導應用。
K.商務談判與協商研習班。
L.行銷與品牌實務研習班。
M.精鍊高階管理與實務研習班。
N.財報分析與企業評價研習班。
O.品牌導向的行銷溝通研習班。
另依社會人士需求，進修推廣部積極與各院系合作，規劃開發多元課程，
包括生活藝文類、生農類、養生保健類等研習班課程，近年持續開辦課程
如下：
A.中國哲學研習班。
B.西洋哲學研習班。
C.精緻農業研習班。
D.植物工廠研習班。
E.邏輯與生活研習班。
F.悅讀東坡詞研習班。
G.中醫藥膳冬令養生班。
H.中醫藥膳排毒保健班。
I.易經：生活智慧研習班。
J.巧克力官能鑑定研習班。
K.咖啡官能專業鑑定研習班。
L.茶葉官能專業鑑定研習班。
M.時尚生活紅酒品嘗研習班。
N.稼軒詞的豪氣與深情研習班。
O.道家經典與企業管理研習班。
P.佛教思想與經典導論研習班。
Q.學術英文期刊寫作致勝關鍵。
R.李後主與李清照的生命之歌研習班。
S.學術英文段落寫作完全攻略研習班。
(2)辦理企業培訓協助企業經營成長
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人才培育是企業永續長成的基礎，本校進修推
廣部接受企業委託辦理企業培訓，根據企業需求規劃學分班或研習班之教
育訓練課程，透過人才培育，協助企業改善體質，提升競爭力。近期本校
進修推廣部辦理之企業培訓包括：鴻海集團、台達電子、臻鼎科技、光寶
電子、廣達電腦、和碩聯合科技、大亞電纜、中鋼集團、中鼎工程、富邦
人壽、台新金控、南山人壽、新光人壽、合富醫療集團等；除此之外，本
校進修推廣部亦配合政府機關需求提供培訓課程，例如農委會、財團法人
中衛中心等。

132

【參之十一、進修推廣部】

(3)開拓大陸市場，擴大臺大知識影響力
近年來兩岸交流頻繁，大陸各階層對臺灣之培訓課程均有強烈需求，惟大
陸培訓機構素質不一，時有爭議，為保護本校聲譽並發揮臺大教授有限的
產能，本校進修推廣部慎選合作單位，以高水準的服務品質及臺大教授差
異化的課程「以價制量」，以高單價的方式來排除只求低價不求品質的培
訓機構。
近期辦理並持續合作的課程如下：
A.南京艾眾現代農業經營管理研修班。
B.長城資產精鍊高階管理赴臺研習班。
C.北京羅客顧問公司未來管理菁英班。
D.中關村重點產業領軍人才赴臺培訓班。
E.廈門大學中國傳統經典管理智慧研習班。
F.江蘇臺灣高端科技產業經營管理高級研修班。
G.北京醫學基金會臺灣醫院經營管理考察研習班。
H.北京市海淀區高層次人才發展促進會企業領導者赴臺研習班。
2.控制營運成本
本校進修推廣部為盈虧自負單位，維持財務獨立，進修推廣部每年年底均以
財務管理報表與前一年度財報做比較分析，以了解各項營運支出的合理性，
並做為新年度預算規劃的參考。

(二)內部程序構面
1.提升資訊系統效能
隨著課程及學員數量日益增加，資訊系統為提升效率改善工作品質不可或缺
的工具，本校進修推廣部委外建置 MIS 資訊管理系統，包括：課務管理、報
名管理、學員管理、選課管理、教務管理、意見調查、收費帳務、場地出借、
公告郵件等 13 個作業模組、123 個作業功能執行運作中，對於業務擴展、同
仁行政效率、服務品質提升及知識經驗傳承，有非常大的助益，此外更節省
大量人力。
資訊系統優化是本校進修推廣部持續改善作業流程的重要工作，為此，進修
推廣部特設有功能性主管─資訊長一職，由本校管理學院資管所教授擔任。
2.提升行政效率
本校進修推廣部以矩陣式組織管理，任務編組，以發揮團隊綜效，以最精簡
人力達到最佳組織效能，有效控制人力成本。此外，進修推廣部每年以量化
的績效評估表針對主管及同仁予以評比，主管的評分項目為：領導能力、分
析與判斷力、人際關係的運作、企劃力與組織力、創新與專業知識；同仁的
評分項目為：專業知識、工作品質與精確度、工作效率、服務精神、協調能
力與團隊精神、工作的革新與改進、守時守分。上述評比將做為年終績效考
核的重要依據，若連續 2 年考核殿後而未能改善即不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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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構面
1.提升學員滿意度
(1)設備更新：為提供學員舒適安全的開放空間，本校進修推廣部陸續改善公
共空間設施，包括洗手間翻修更新，規劃增加學員交誼區、輕食區與 1 樓
大廳門面的美化布置等，此外更規劃學員休憩區並提供上網及影印服務。
(2)助教制度：為提升學習效果，針對法律學分班及管碩網路學分班所有課程、
管碩學分班之必修課或人數達 45 人以上的學課程，本校進修推廣部皆配
置助教一名，提供教師上課中之必要之協助，以利課程進行順利；同時視
學員學習狀況適時提供課程複習與課業輔導，以提高學員學習效果。
(3)教學意見調查：為確實掌握教師教學品質，並了解學員學習成效，本校進
修推廣部持續進行「教學意見調查」問卷，學分班於學期 1/3 進行期初意
見調查，以了解學員對於教師授課的滿意程度，使教師能於學期中即有機
會參考學生意見修正其教學策略與作法，另於學期末進行期末意見調查。
研習班則於每班最後一次上課進行意見調查。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均提供給
授課教師作為提升教學品質的參考
(4)行政服務滿意度調查：除上述教學滿意度調查外，進修推廣部均於每班課
程期末進行「行政服務滿意度調查」，藉由學員反應做為進修推廣部行政
服務品質改善的重要參考。
(5)學員關係之深耕與建立：透過舉辦各類專題演講、辦理始業式、結業式、
企業參訪、學員餐敘、聯誼活動以強化學員關係，此外更創立 facebook
粉絲團─菁英會會室，目前已有粉絲 4 萬多人，有效深化與學員的溝通並
建立認同感。
2.提升教師滿意度
(1)課前通知：因本校進修推廣部學員皆為社會人士，本校進修推廣部於課前
提供學員學經歷及年齡等背景資料，以供老師備課參考。此外，於開課日
前由承辦人提醒老師上課時間並準備講義等資料。
(2)貼心餐點服務：於符合會計原則下儘可能提供多樣化的餐盒，此外，老師
特殊的餐飲習慣亦列入交班，讓老師感到貼心及受到尊重。
(3)教授休息室：重新裝潢教授休息室，柔和的燈光舒適的沙發並設置咖啡機
及報章雜誌讓老師用餐或休息皆能身心愉快。
3.提升同仁滿意度
(1)同仁聯誼活動：辦理包括季度慶生會及年度尾牙等餐敘，旅遊及康樂或知
性聯誼活動，聯繫同仁情誼，提升同仁福利，透過音樂、午茶時間與體操
時間，提升其對部門之向心力與執行力。提升同仁認同感及滿意度。
(2)凝聚同仁共識：舉辦員工在職訓練與成長共識營，共同訂定願景、擬訂價
值核心與推動策略建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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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職能與學習成長構面
1.以專業為導向，建立同仁專業與敬業態度
本校進修推廣部持續規劃辦理同仁教育訓練，邀請校內外師資為同仁進行教
育訓練，包括：服務禮貌人員訓練、美姿美儀訓練、公關、危機處理、職場
心理學、壓力與情緒管理、客訴處理等課程，以提升同仁於工作所需專業。
2.建立學習型組織
為讓新進同仁能儘速了解課程屬性及相關問題，本校進修推廣部設有公網，
提供常見 Q&A，此外，進修推廣部亦指派同仁參與校外與業務相關之培訓
課程，課程結束後再做為種子教師傳授同仁，以讓同仁皆有成長。
3.鼓勵同仁修讀本校進修推廣部課程
同仁於簽准後皆可免費修讀本校進修推廣部自辦課程。
本校進修推廣部勠力於推廣教育業務推動與拓展，並以平衡計分卡做為主要管
理工具，有效提升進修推廣部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財務績效亦有大幅成長。
進修推廣部更於 101 年度獲得本校「行政評鑑標竿學習單位」之榮譽與肯定。
除原有推廣教育業務外，本校進修推廣部亦配合校方政策，辦理各項活動，於
103 年協辦「服務品質躍昇計畫」，為全校行政同仁規劃並執行服務品質教育
訓練課程，為期 4 個月，計有種子師資班 1 梯、主管 4 梯、同仁 14 梯、主管
回訓 2 梯，合計受訓人數為 1,369 人，1,572 人次，訓練成效良好，亦受到全校
同仁肯定。103 年 2 月亦辦理科威特大學行政人員實務見習課程，獲得科威特
唯一國立大學─科威特大學之極高評價，並決定持續辦理，有效協助兩國國民
外交之建立。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於竹北校區推動推廣教育計畫
為配合校方竹北校區整體發展政策並善盡社會責任，進修推廣部擬假本校竹北
校區推動推廣教育計畫，辦理短中長期教育訓練課(班)程與推廣教育活動、開
辦學位班程與興建推廣教育竹北分部大樓等。進修推廣部擬結合臺灣大學及新
竹當地資源，帶動地區學術、人力資源與產業發展，於竹北校區推動推廣教育
計畫，期待成為吸引新竹縣市、竹科地區及桃園縣與苗栗縣等鄰近區域企業菁
英學習中心，帶動地區學術、人力資源與產業發展，協助企業人才培育與組織
成長，附帶達到活化本校竹北校區發展運作、推動竹北校區之各項資源與服務、
提升校區知名度與當地民眾認同感的效益。計畫如下：
1.擬自 104 學年起於竹北校區開辦「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考量新竹及桃園與苗栗等臨近地區、新竹科學園區高密度之科技與企業園區
管理知能之需求，為使當地企業在職人士能夠有優質的提升管理專業知能與
碩士學位班程之進修管道，兼具活化本校竹北校區之效能，進修推廣部規劃
自 104 學年度起，於本校竹北校區為主開辦「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為區隔本校管理學院原辦理之以高階經理人或企業主為對象之 EMBA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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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班程，本碩士學位學程以就職年資較資淺的企業界具有潛力發展的在職
菁英為主要培育對象，招生對象不限任何產業別及科系別，主要培育者為各
企業中較資淺但未來可為企業重用之具有發展潛力的在職菁英，培養企業管
理領域專業人才，除增強學生管理學理專業學習外，另強調實務運作之學習
運用，期使學生成為專業與實務並重的管理菁英。
課程結構計分核心必修課程、核心必選課程、一般選修課程等三類。
(1)核心必修課程：行銷管理、財務管理、服務與營運管理、創新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等。
(2)核心必選課程：策略管理、組織行為、策略成本分析、經濟競爭分析、資
訊管理等。
(3)一般選修課程：消費者行為、投資理財、商務談判等。
修課規範：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6 學分(包括 6 個碩士論文學分)。
本學位學程主要在本校竹北校區進行，初期擬使用碧禎館之場地，因此除新
竹地區、新竹科學園區外，鄰近之桃園及苗栗縣市亦為本學程之招生目標範
圍。本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規劃招生名額為 30 位，以本校進修推廣部財務自
償方式營運。
目前本案已通過校內行政程序，包括行政會議、專案審查會、校發會、校務
會議，將於 103 年提報教育部審查，如順利通過，最快可於 104 學年度開始
招生。
2.辦理短期教育訓練課(班)程與推廣活動
(1)進行當地教育訓練市場需求評估與訪查新竹當地公私營機構及企業之教
育訓練需求，並了解當地可運用之相關資源。研擬計畫與取得長官核准推
動相關計畫活動之預算規劃(經費由進修推廣部自籌)，完備行政程序。
(2)依據當地人口特性及教育需求與相關資源，開辦短期教育訓練班程、講座
或展覽活動。鑑於閩、客為竹北市的兩大主要族群，且竹北市同時鄰近竹
科與生物醫學園區，加之新竹市設立臺灣世博館及琉璃博物館等，係人文
氣息之重鎮，建議先考量開辦貼近民眾生活與需求之相關課程，諸如客家
文化、藝術人文、商業、科技或醫療保健等課程。
(3)辦理「新竹、精彩生活」園遊會活動(名稱暫訂)：結合新竹縣政府與地方
民間團體之資源，合作辦理本活動。活動內容擬規劃如下：
A.舞台活動
a.邀請新竹當地社團(老人會、長青會、婦女會等)及學校社團表演。
b.生活與健康講座。
c.臺大竹北校區活動預告。
B.攤位展示
a.新竹縣政令宣導。
b.企業徵才。
c.跳蚤市場。
d.義診與健康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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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書展。
f.發送宣導贈品。
C.其他配合作法
a.邀請公民營單位合作辦理或贊助。
b.邀請新竹當地政經人士蒞臨觀禮。
(4)辦理「生活品味饗宴」系列講座(免費活動)。
3.推動興建「臺大進修推廣部竹北分部」大樓
本校進修推廣部於竹北校區推動推廣教育業及及碩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初
期以現有碧禎館為動活場地，長期擬於竹北校區規劃建地 2,000 坪(學校用地
建蔽率 40％，容積率 160％)，擬採分期開發方式進行，首期以地坪 200 坪、
樓地板面積 600 坪為目標(含公共空間約 35％)，第二期開發樓地板面積 1,000
坪(如果提供土地較大，則建蔽率與容積率都可以下降，也保留未來發展彈性)。
第一期空間規劃包括：100-150 人階梯教室 2 間，40-80 人教室 5 間，個案研
討型教室 1 間，另規劃辦公室、茶水間、會議室、檔案室、儲藏空間等。
有關經費需求，首期開發 600 坪樓地板面積為地下 1 層、地上 3 層建築，建
蔽地坪 200 坪，開發成本約每坪 12 萬，共約 7,200 萬。硬體設備及裝潢施工
等費用每坪約 5 萬元，共約 3,000 萬，興建及裝潢成本合計共 1 億元左右。
擬以進修推廣部推廣教務收入結餘或募款做為自備款，餘額以貸款 25 年方
式進行，如校方同意免除本案管理費及場地費，本校進修推廣部竹北進修管
理碩士學位班之結餘應勉可支應貸款本利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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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規劃事項
1.配合校方政策，發展其他碩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
2.配合校方政策，協助本校其他校區之活絡及發展。
3.配合本校知識園區 BOT 計畫，未來本校進修推廣部預計分配 2,200 坪空間，
將重新規劃進修推廣部之教學空間、教學設備及各項設備。
4.本校進修推廣部資訊系統持續優化更新
5.配合業務新增及組織發展，調整組織架構並新增人力
(1)本校進修推廣部現有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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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來因應業務新增擬調整組織架構：

6.持續發展推廣教育業務以充裕校務基金
本校進修推廣部將以「開發企業教育訓練」、「開拓大陸市場」、「加強院
系合作開設多元課程」為發展推廣教育業務的三大方向，預期 5 年後能達年
營收 2 億為目標。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本校進修推廣部於 103 年 4 月舉辦策略會議及共識營，擬訂：課程創新與加值、
校內外資源整合、品牌與價值提升、社會影響擴大四大策略，以期達到「優質學習
典範」
、
「創新成長卓越」目標進而達到「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的遠景。策略
及及執行方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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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創新與加值
本校進修推廣部積極以顧客需求為導向，主動邀約校內外優秀師資，開發有價
值的課程，透過良好的服務流程與硬體設施，有效率的傳遞給學員們。學習的
品質是學員們最關切的，而良好的學習品質主要建構在優秀的師資、多元化的
課程、顧客導向的服務流程、硬體設施及數位平台建置等四大方面，除原有的
課程品質要求外，擬以下列具體作法，達到課程創新與加值的目標：
1.開發模組課程。
2.配合國家政策開辦課程。
3.與企業人資合作委訓案。
4.開發不同主題不同時段課程。
5.設立學位學程中心推廣學位學程。
6.與臺灣以外地區之一線品牌合作委。
7.設立專業學程中心規劃與研發課程。
8.依不同分部據點特性，研發規劃課程。

(二)校內外資源整合
臺大擁有豐沛教學資源，最珍貴的資源就是 2,000 多位研究與教學俱佳的教授
群，這也是社會人士來本校進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協助各院系教授們了解推
廣教育重要性，並針對社會所需包裝課程以行銷給社會人士，正是進修推廣部
職責所在。然而，校內部分過於學術性的教學資源並不能滿足市場需求，而針
對市場需求量大的課程，本校亦有師資不足的瓶頸，因此配合市場所需，結合
外部資源將成為突破師資不足瓶頸的重要作法。進修推廣部部友中不乏具有影
響力者，是進修推廣部重要外部資源。整合校內外資源具體作法如下：
1.辦理部友活動。
2.建立優秀學員資料庫。
3.以社團方式建立部友平台。
4.善用校友或退休老師之資源。
5.整合校內外師資等教學資源。
6.與各院系合作，開設多元課程。

(三)社會影響力擴大
如何透過知識的加值，影響學員觀念，以及對潛在社會大眾產生口碑效應，以
吸引其前來修課，仍是進修推廣部未來努力的方向。本策略雖較難量化，但也
是進修推廣部最能產生差異化之處。未來將採下列方向來落實這項策略。
1.建立網路知識平台。
2.舉辦專題講座或活動。
3.加強與中國大陸校院交流合作。
4.邀請國內外人士進行論壇或新知發表。
5.提供高階訓練課程，協助培養企業接班人。
6.與品牌定位與臺大相符的單位進行異業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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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合學校政策擴張服務據點(如竹北分部、徐州路分部)。

(四)品牌與價值提升
1.製作品牌行銷影片。
2.建立 CIS(企業識別系統)。
3.加強內外部行銷，善用媒體造勢。
4.積極參加國內外論壇並發表新知。
5.彙整學員心情故事並集結成冊發行。
6.更新網站網頁設計，強化網站內容。
7.加強異業合作，強化本校進修推廣部形象推廣。
8.提升顧客服務品質，加強體驗式行銷。
9.積極經營 FACEBOOK 粉絲團，強化與學員連結。
10.發行電子報、報刊，加強內外部顧客行銷管道。
11.推動知識加值服務(如出版教師研發之教材及個案)。
12.擴大媒體行銷通路，涵括電子影音、報刊雜誌、廣播、網路、海報。
13.看板等平面媒體。

五、預期效益
進修推廣部於 98-102 年中程計畫所訂定四大策略目標：活用臺大資源、建立
組織效能、提升學習品質、發揮知識影響力在進修推廣部主任帶領及同仁共同努力
下已順利完成，除達成年度營收 1.5 億的財務目標外，更獲得本校行政評鑑標竿學
習單位的殊榮。基於過去所建立效能組織的基礎，並落實企業經營的理念，定能達
到業務積極成長、行政效能再提升及知識經驗傳承。本期預期將可達到下列效益：
(一)以 5 年後年度營收 2 億元為財務目標。
(二)達成課程創新與加值、校內外資源整合、品牌與價值提升、社會影響擴大策略
目標。
(三)配合竹北校區整體發展政策，達成活絡竹北校區任務並善盡社會服務的責任。

六、考評
對於本校進修推廣部中程業務計畫之執行情況及進度，藉由下列方式追蹤並研
議部門發展重要策略與執行進度：
(一)每週行銷會議。
(二)每週組務會議。
(三)雙週行政會議。
(四)年度共識營。
(五)年度策略會略。
(六)年度主管「具體業務績效報告」考核。
(七)年度同仁績效評核，以量化與質化指標，嚴格落實獎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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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教育中心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一)單位功能簡介
共同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本校共通教育之專責單位，法源依據為本校
《組織規程》為非屬學院之教學單位，負責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審核，
共同必修課程之審核及體育教學等相關事項。體育室亦隸屬於本中心，負責體
育教學等相關事項，設「體育教學組」、「體育活動組」、「場地設備組」、
「法、醫校區體育組」等 4 組。
因應組織重整，自 103 學年度起，包括原隸屬教務處的師資培育中心，以及領
導學分學程、創意創業學分學程等本校重點支持之特色學分學程，教學任務性
質明顯，故基於提昇行政效能和教學品質的考量，改隸本中心(創意創業學分學
程自 105 學年度起，配合本校政策，改隸創新設計學院，以期在水源校園形成
新創群聚)。接著統計碩士學位學程也自該學年度正式運作。另體育設施與健康
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也自 105 學年度正式運作。
本中心組織架構圖如下：

共同教育中心

體育室

運動設施與健康
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

師資培育中心

統計碩士學位學
程

領導學分學程

(二)總體目標說明
面對 21 世紀，本校通識教育理念乃致力於建立人的主體性與關係性，以完成
人之自我解放，並形塑重視公共利益及能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社群，且與人
所生存之人文、社會及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性之關係。意即引導學生能以本
身為主體去看待知識，透過討論、思辨、批判與比較，去了解自己，以及與己
身相繫的自然世界、社會環境及時代與文化，也學習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事物，
從而成為能關懷社會國家、重視公共利益及與自然生態和諧共存的現代公民。
在此理念下，本校通識教育強調不同學術領域之間對話、溝通與融合的可能性，
融合傳統與現代，整合全球化與本土化，拓深學生的文化資源，拓展全球視野，
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能力。故在通識教育規劃上，將通識課程分為八大領域：
文學與藝術、歷史思維、世界文明、哲學與道德思考、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
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物質科學、生命科學，並同時考量課程之「基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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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整合性」與「貫通性」，以完成本校「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之校訓。
另外，在體育教學、師資培育、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相關業務的總體目標如下：
1.體育教學相關業務
(1)協助學生了解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並培養學生運動技能及運動鑑賞之能
力，進而養成主動參與及規律運動的習慣。
(2)推動多元化體育課程，維持優質體育教學品質之提供，藉以提升學生體適
能水準，培養全人身心適能，增加學生社會競爭力。
(3)提供適切、活潑且多樣化的體育活動，提高師生自我身心健康管理認知。
(4)修、整建運動場館，提供更優質安全之運動環境。
2.師資培育相關業務
每年招收大二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共計 3 班，旨在培育本校學生成為中
等學校教師，並致力於培育學生具備專業、多元、創新、關懷、領導等五大
特質之未來「卓越教師」。主要負責師資職前培育、教育實習、教師在職進
修及地方教育輔導等相關業務之推動，並以培養國家優良師資為宗旨。
3.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相關業務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為一個真正跨學院、跨系所、跨領域的學位學程，有別於
其他傳統的統計系所，本學位學程針對統計學未來潮流的走向及就業的趨勢
而設計，主要目的是以培養產業界所需的跨領域多樣性高級統計專業人才，
及未來從事統計研究的學術人才。培訓學生不但在統計理論有紮實的基礎外，
在資料蒐集、統計分析與結果詮釋上亦必須有實務經驗。為了達到跨領域的
目標，本學位學程將招收不同背景與領域的學生，使學生學習統計諮詢並提
供學生至產業界或政府機構實習的機會。並深耕統計理論的訓練以培養未來
統計研究人才，同時加強跨領域的合作研究，成為全校各領域的研究夥伴，
激發本校的研究能量。

二、現況說明
(一)通識教育
廣義的通識教育課程涵蓋共同必修課程與通識課程。自 96 學年度以降至 104
學年度，共同必修課程為「國文」與「外文」兩科，各 6 學分，共計 12 學分，
定位為基礎語文能力與人文素養。通識課程劃分為八大領域(文學與藝術、歷史
思維、世界文明、哲學與道德思考、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量化分析與數學素
養、物質科學、生命科學)，以提供學生完整的知識體系，奠定終身學習的良好
基礎，因應新世紀全球化的挑戰，增加知識廣度並擴展其視野，厚植其基本能
力，以期能兼備人文與科學素養。
105 學年度以降，本校的通識教育修習規範，進行近 10 年最巨幅之修訂，適
用對象包括已在學及新入學學生。是項變革係鑲嵌於調降全校學士班的畢業學
分，讓學生課無須修多，但有修習的課程均能夠深入研修，以期減緩原本淺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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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學習所造成的弊病。爰此，通識學分由原 18 學分調降為 15 學分，並且可
與國文相互充抵；簡言之，國文+通識=18 學分，學生可選擇國文 6 學分+通識
12 學分，或國文 3 學分+通識 15 學分等 2 種修習方案。此外，其他讓學生
修習更具彈性，更易於滿足通識修習條件(requirement)的措施，臚列於次：一、
凡非屬主修的專業基礎科目可計入通識學分，不僅厚實通識課程的紮實度，貫
徹通識教育≠通識課程之理路，且例如學生轉系，或放棄雙主修、輔系等，這些
學分均有機會計入通識學分，避免學分被浪費之虞。二、調降通識指定領域為 3
個，讓學生可對感興趣的領域深入研修，避免淺碟式學習，真正落實跨域學習
的理念。三、為厚植學生基本能力，使其具備知識論為基礎的技能，得以學習
如何思考，以及學習如何學習，故學生可修習寫作、資訊和設計等領域的基本
能力課程而採計為通識學分，至多 6 學分；學生可藉由工具性技能而訓練其邏
輯、分析能力，並因這些能力持續汲取新知，具備跨域學習和思維的興趣，進
而連結不同領域的技能與知識發揮創意之效，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
本校通識課程主要由各院系所教師協助開課，每學期開課數約 200 門課程。師
資方面主要由各院、系、所專任教師擔任，每學期約有七成的課程由各系所專
任教師開設，每學期支援開設通識課程之各系所專任教師數約為 140 人。若院
系無法支援，而有開授之必要，則由本中心通識教育組延聘兼任教師，完整化
本校通識教育。
本中心為提升通識課程教學品質，實施「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推動大
班教學、小組討論課程，搭配本校教學助理(TA)制度，由 TA 協助通識教師進
行教學任務。目前本校通識課程每學期的教學助理核定人數約 200 人以上，每
學期皆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通識課程配置教學助理。此外，為扭轉學生將通識視
為又涼又甜的「點綴學分」之刻板印象，本中心持續向教師宣導提高通識課程
的知識承載度。課程委員會審查新開課程時，很重要的指標之一在於教師應為
學生規劃合理的課後學習活動，故每週課程進度，應與指定閱讀、延伸閱讀等
相配合。是項指標，亦為本中心遴選通識教學優良，以及核定個別型通識課程
改進計畫、遴選績優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等之最重要指標之一。也鼓勵教
師引進有討論課、行動導向、專案導向的通識課程，改變學生在課堂的學習角
色、型態。
另外，本校除了於學期開通識課程，中心自 2010 年暑假起，配合北二區教學
資源中心推動的夏季學院通識課程，亦邀請本校專兼任教師於暑期加開通識課
程，提供校內外學生修習，彼此共享資源。並自 2013 年起概括承接臺灣通識網
計畫，持續優化各項軟、硬體，以及豐富化課程、素材，完整化該公共資源平
台而實踐本校的社會責任。

(二)體育教學與活動
體育室負責本校體育教學等相關業務，現有專任教師 26 位、兼任教師 20 位、
行政助教 2 位、職員 3 位，負責體育教學、研究、活動、場地設備管理及各
項體育業務。本校每學期平均開設約 200 班體育課程，供約 8,000 名學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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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00 學年度修訂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學生體育課程修課辦法」，體育課
程類別劃分為「健康體適能」、「專項運動」學群、選修體育等，提供學生多
元且彈性的課程選擇。另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實施教學助理制度，由
教學助理協助指導修課學生動作練習、技術操作以及動作示範等工作，以提升
教學品質。為提升本校運動風氣，體育室每年皆辦理全校運動會、游泳賽、校
園馬拉松賽及各項系際運動競賽，推展運動健康計畫等活動，並積極改善及管
理運動場館，藉此提供全校師生員工良好運動環境，促進全校師生健康。

(三)師資培育
師資培育中心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由原隸屬於本校教務處改隸共教中心，
凡教學單位評鑑、教師評估升等、排課等均比照系、所教學單位，並獨立辦理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招生作業。依師資培育法第 5、15 條及大學設立師資培
育中心辦法第 4 條規定，師資培育中心肩負職前培育、教育實習、教師在職進
修、地方教育輔導及中小學教育研究等法定重要任務，需具備行政、課程規劃
與教學、實習輔導及地方教育輔導等功能，因此該中心配合上開法令要求，推
動之業務十分龐雜，宛如一所小型的師範學院。

(四)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為了培養國家迫切需要的生技產業、巨量資料與社群資料、財務金融、心理與
社會計量、自然資源、地理環境、氣候、交通、農業經濟、工程、精密產業等
方面的高級統計專業人才，並提升本校統計研究與教學品質與能量及因應國家
社會對於多樣性的新一代統計專業人才的需求，本校新增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於 103 年 8 月 1 日正式招生。由 8 個學院、18 個系所、37 位專任教師以兼任合
聘的方式支援本學位學程的課程教學及學術研究，同時由統計教學中心助理負
責行政相關的業務。學生經過本學位學程的課程訓練，畢業之後將具有跨領域
專業統計知識、統計諮詢、操作統計分析軟體及統計結果解讀的能力，成為真
正未來國家與產業界所需要的跨領域多樣性高級統計專業人材。105 年 7 月首屆
畢業生完成學業後皆順利進入職場或國外留學進修。

(五)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於 105 年 8 月 1 日正式招生，為培育運動設
施與健康管理之專業人才，本學位學程課程規劃以配合階段目標所設計，課程
類別包含共同必修、分組必修、分組選修以及跨領域共同選修課程。本學位學
程研究生應修畢 30 學分，包含共同必修課程 6 學分、分組必修課程 6 學分、分
組選修課程 12 學分以及跨領域共同選修課程 6 學分及碩士論文。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本中心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如下述 6 大項，前 3 項為本中心教學任務整體業
務的發展目標，後 3 項為二級單位個別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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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運作仿照學院方式
因應本校教務處與共教中心組織重整， 103 學年度起，本中心有師資培育中心、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創意創業學分學程、領導學分學程，以及運動設施與健康
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等單位之加入。職是之故，本中心之組織運作更趨近學院，
將仿照一般學院的做法，整體評估後建立能夠有效運作的行政模式。

(二)培育跨領域之核心能力
面對資訊和知識不斷更新、快速發展的時代，以及全球化、全球文化衝突等重
要議題上，身為世界公民一員有責任參與其中。近年來社會環境趨勢已走向資
訊數位化時代，須培養學生在資訊變遷快速的時代應具備跨領域的基本能力。
「基本能力」指可以幫助個人對其資源(resources，包括知識、訊息)，利用多樣
不同的工具組合，以嚴謹的方法步驟，做更好的使用的技能，達成預期工作目
的。基於此理念，本中心在推動知識域導向(knowledge domain)導向的傳統通識
教育核心業務外，亦積極規劃基本能力課程，以培養專業知能和公民素養兼具
的人才，具備參與公共事務，並解決問題。為推動跨領域之核心課程可使學生
修習更具彈性多元，將持續邀請各學院教師合作，投入通識課程、新生專題、
新生講座和基本能力課程之開授，並開發新課程，鼓勵教師嘗試多樣化教學方
法，目的在於提升學生修習效果，期能幫助學生改變學習的態度，活化通識內
涵與基礎技能之運用，將其發揮最大學習效果。

(三)基本能力培養管道多元化
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極為重要，本校所訂定的學生 10 大基本素養(獨立思考與
創新、專業知能、道德思辨與實踐、身心健康管理、履行公民責任、人文關懷、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國際視野、了解尊重多元文化、美感品味)，指出本校對
學生的期待，亦是本校的教學目標。本中心所負責的通識教育，除了通識課程
與共同必修課程有助於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也將逐步規劃其他課程，或調整
現有課程，增加培養學生基本能力的各類課程。

(四)體育教學、研究與活動
本中心體育室所負責體育相關業務未來 5 年業務推展重點如下：
1.教學與研究：鼓勵老師申請研究計畫並給予相關經費補助以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籌劃教學研習，以提升教學品質。
2.體育活動：提升校內師生運動賞析能力，厚植運動代表隊實力，永續開發教職
員工生運動推廣課程。
3.場地設備：建構便利運動休閒設施，提升校園運動休閒品質。

(五)師資培育
師資培育中心之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具備學科知識與教育理論整合實踐之能力，
並擁有多元創新與自省敬業態度之教育人才，為教育事業之卓越發展奉獻心力。
基於此一目標，未來 5 年業務推展重點如下：
1.提升師資培育成為臺大重點發展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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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育具備五大特質之未來優秀中學教師
3.發展具有華人文化特色的教育研究據點。
4.提升對國內教育發展與決策的影響力。

(六)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主要目的是以培養產業界所需的跨領域多樣性高級統計專業
人材，及未來從事統計研究的學術人才。未來 5 年業務推展重點如下：
1.爭取員額以改善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的行政組織及效率。
2.提供學生至產業界及政府實習機會。
3.培育高級多樣性統計專業人才。
4.培育未來統計研究的學術人才。
5.定期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進行學術演講與交流。
6.定期彙整合聘教師的研究成果，將統整之成果集結成冊，出版研究年報。
7.爭取統計碩士學位學程教學與研究的空間及資源。
8.規劃設置統計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期提供業界人士進修統計學位之正式管道。

(七)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為培育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之專業人才，未來 5 年業務推展重點如下：
1.提升學生基本學科能力，藉由學術訓練，培養高等教育學術人才。
2.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強化實務經驗，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3.整合研究環境與資源，進行跨領域研究。
4.定期舉辦研討課程，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學術演講與交流。
5.充實教學與研究發展的空間及資源。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本校共教中心配合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羅列下述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前 3 項為中心整體業務的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後 3 項為二級單位個別的發展策
略與執行方式。

(一)關於組織運作仿照學院方式
因應自 103 學年度起，共教中心新加入師資培育中心、統計碩士學位學程，以
及創意創業學分學程、領導學分學程等單位；105 學年度體育設施與健康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也正式運作。將整體評估並建立組織運作模式，同時檢核相關法規
是否完備，並將院級的行政作業制度化。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如下：
1.建立單位間聯繫溝通機制。
2.檢視所有法規後，依實際需求修訂法規。
3.教師聘任、評鑑、升等制度的檢討與修正。
4.行政人力編制評估與任務重整。
5.行政標準作業程序的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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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培育跨領域之核心能力
為培養學生應具備基本核心概念為目標，建構跨領域課程，即通識課程結合非
屬主修的專業基礎科目採計為通識學分，以其培養跨領域之基本知識。主動邀
請若干名適合的通識課程教師先嘗試開設，期能建立典範課程，並逐步建置相
關配套制度，例如討論課的實施方式、教師開課的門檻與誘因、學生修課誘因、
宣傳行銷方式等，以利於課程的推行。預計未來能開設若干門基本能力課程，
增加學生選課的多元性。規劃課程之核心策略在於拓展學生跨領域的通識基本
能力(core competencies)，理念如下：
1.基本能力：可大致區別為兩類：(1)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性技能；(2)應用與轉
化資源的能力。基本能力課程以實作為核心，包括語言和寫作表達、 閱讀思
考、程式設計以及各項資訊媒介如 PPT 等工具，以期厚植學生相關工具之使
用效率，訓練學生的分析、設計、表達、溝通、量化計算、圖形展視、邏輯
和批判統整等能力，藉由課程甚至可促進團隊合作、溝通表達以及激發創意
與創新思維。
2.跨領域知識：通識與一般專業課程具有深化的角色與相輔相成之效用，故發展
創新的通識課程與跨領域的基本能力課程，期許非資訊學院的學生能具備相
關技能與相關通盤的知識，減少在資訊時代中數位基本技能的差距，例如自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以降開授跨領域之共授課程如「文學創意應用與數位實
作」，結合學士專長與數位科技應用，另外，通識課程亦結合了非屬主修的
專業基礎科目採計為通識學分，藉此跨出自身主修，修習一般課程以拓展其
視野，廣化運用其知識，提高學生的修習彈性，學習自主規劃。期能透過這
些工具性技能的助益非局限於校園內，並有助學生的職涯發展。
3.文化美學與藝術：為與全球化、全球文化衝突等重要議題接軌，透過學習相關
學習語言、歷史文化、美學與藝術的知識，了解其背後發展始末，以擴展全
球文化視野。期藉由美學的學習與各類領域做活用與結合，未來將持續規劃
相關課程，例如將工程類的課程元素結合設計思考與人文美學之應用層面。
4.道德思考：學生具備倫理道德規範、利他，造福人群的思維為學習知識之基石，
為發展學生道德思辨與倫理判斷的能力，仍持續開授道德思考之通識課程。

(三)關於基本能力培養管道多元化
為培養學生的基本核心能力，除固定開授通識課程與共同必修課程外，並同時
規劃基本能力課程、修訂通識修習規範使學生修習更具彈性。
1.通識課程與基本能力課程：除持續規劃新的通識課程，有鑑於核心能力是橫跨、
整合各個專業所須具備的能力，故未來將持續強化學生語文、溝通、領導、
創造、自信、積極與團隊合作等核心能力。
2.共同必修課程：國文領域課程加強培養學生的論述型寫作能力，也須強化學生
技術寫作(technical writing)、科學論文寫作能力。
3.共同選修課程：其他非屬通識課程之課程，若有助於培養學生基本能力，將列
入共同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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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生專題課程：新生專題課程著重於觀念的啟發、基本素養的培育及學習態度
的養成，特別是為了引導大一新生適應並活化大學生活，創造學生與教師的
對話空間，因此，此課程限大一新生修習，小班授課(每班至多約 25 人)，於
中午或夜間授課，成績評量方式採通過/不通過。授課教師得可自由設計課程
主題及內容，原則上每班次由一位教師單獨授課。
5.新生講座課程：為培養學生基本能力，並改善新生專題課程所能提供之有限修
課名額，規劃開設新生講座課程。採大班教學，開放全校選修，成績評量方
式採通過/不通過。本課程以系列主題講座的方式，由校內外教師或學者專家
組成授課團隊，不同班次規劃不同主題，例如：「基本能力與認識時代」、
「自我探索與生涯規劃」。

通識課
程
新生講
座課程

基本能
力課程
學生基
本能力
培養

新生專
題課程

共同必
修課程
共同選
修課程

(四)體育教學、研究與活動
1.教學與研究
(1)持續辦理教學助理制度，維持優良教學品質。
(2)規劃與舉辦研究與教學工作坊、學術交流座談等活動，並鼓勵教師結合其
他系所資源，做跨系、所、跨領域合作研究。
2.體育活動
(1)提升校內師生運動賞析能力：規劃球類運動月，以現行的臺大盃競賽為主
體，將各類球類運動競賽冠、亞軍賽事，集中於運動月舉行，並邀請冠、
亞軍隊伍系上師生前往觀賽。爭取大型國際賽事於本校舉辦，提供師生觀
賞高水準比賽之機會。
(2)厚植運動代表隊實力。
(3)鼓勵各系增加運動績優生甄審招生名額，提升運動代表隊術科能力。與學
校教務單位及各系所合作，建立完整的運動績優生課業輔導機制。
(4)辦理國際性、校際性運動競賽，增加本校運動代表隊學生參與國際、校際
運動競賽之比賽經驗及訓練技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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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積極與校外熱心體育活動企業團體合作，定期舉辦國際體育學術交流活動，
提升本校運動競技與體育學術發展實力。
(6)永續開發教職員工生運動推廣課程：常態規劃學生運動推廣課程及講座，
邀請校內、外老師授課，以活潑多元化的方式讓學生參與活動，培養運動
興趣，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每年度辦理一至二場教職員工體適能講座或運
動健康計畫參與者心得分享座談，提高運動健康計畫參與者參與意願。
3.場地設備：修、整建運動場館，便利運動休閒設施
(1)第一階段：持續進行體育館建物安全評估，以提供一個安全無虞的運動環
境。藉由隔音與吸音工程，以期改善綜合體育館 3 樓主球場因舉辦活動而
產生之噪音。司令台整修，獲取更大的使用空間。
(2)第二階段：體育館內部空間改建：包含淋浴空間、舞蹈室、重量訓練室、
桌球室等，作為綜合體育館之教學替代空間，並紓解綜合體育館之人潮。
中央籃球場改建為風雨球場，以減少天候因素影響，增加場地使用效益。
(3)第三階段：體育館興整建評估計畫：本校體育館建於 50 年，至今已逾 60
年，雖內部設施逐年汰舊換新，但仍受限於主建物之老舊，造成部分設施
改善有限，故體育館的全面性改建，有效利用場館各個空間，打造更符合
時代潮流的運動設施之場館，可一併解決運動空間不足且設備老舊的負面
評價。

(五)師資培育
1.提升師資培育成為本校重點發展項目之一：提供教育專業服務，提升本校師生
對於師資培育中心之參與及認同。
2.培育能引領中等學校教育品質提升的優秀教師：因應十二年國教，培育具備創
新課程及活化教學的新一代教師。
3.發展具有華人文化特色的教育研究據點：透過跨領域合作研究與國際接軌，從
事具有華人文化特色之研究。
4.提升對國內教育發展與決策的影響力：透過社會服務與關懷，強化與中學之合
作關係，提供教育專業服務。

(六)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1.為使統計碩士學位學程能順利運作，成立各種行政組織：學程諮議委員會、學
程會議、招生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
2.為了達到培育國家社會所需的下一代多樣性統計專業人才，本學位學程修業規
定為 30 畢業學分，其中包含必修課程 15 學分。課程規劃如下：
(1)必修課程：統計理論、高等統計、迴歸分析、統計計算、統計諮詢與實務、
專題討論。
(2)選修課程：資料收集方法、統計方法學、實分析與機率、多變量分析方法、
機率與隨機過程、統計計算、生醫資料分析探勘、最佳化理論、財務金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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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讓學生熟悉環境及指導教授，並提早進行研究，本學位學程擬定教師指導研
究生辦法，學生於第一學期課程開始前，得依其研究興趣及研究方向選擇論
文指導教授，論文指導教授同時也為該研究生之導師。並讓學生專注於研究
及課業。
4.本學位學程已規劃博雅教學館 401 室為行政辦公室，另外博雅教學館 408 與
409 兩間電腦教室亦可提供給本學程師生課程使用，408 教室可容納 46 位
學生而 409 教室可容納 24 位學生。本學位學程學生的研究室空間由指導教
授負責安排。

(七)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成立各種行政組織：學程會議、招生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
使其行政運作順利。
2.提供基礎理論搭配實務應用之課程，強化學生學與用之連結，落實學術與實務
應用之結合。
3.訂定「產業實習實施辦法」，藉由產學合作，實踐專業知能培植與實務能力表
現。
4.訂定「教師指導研究生辦法」，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一學期結束前，得依其研究
興趣及研究方向選定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讓學生專注於研究及課業。

五、預期效益
共教中心預期效益如下，第一項為整體業務的預期效益，後 3 項為個別單位業
務的預期效益。

(一)整體業務
1.組織運作仿照學院方式，將使業務制度化，提高行政效率與正確度。
2.藉由通識課程深碗化，深化學生學習，建立學生熱情投入的學習氛圍。
3.學生可透過修習多元的課程，培養基本能力。

(二)體育教學、研究與活動
1.教學與研究
(1)在體育課程中提供學生充足的身體活動與運動技能學習機會，培育身心健
全社會公民。
(2)豐富與充實體育教學與學術研究交流機會，提升教師研究質量。
(3)建立專業教學機構，強化理論與實務整合及實踐之機會，培養未來運動產
業專業人才。
2.體育活動
(1)透過提升校內師生運動賞析能力，加強對運動競賽的了解程度，以拓展各
系、院對於體育活動的重視，促進校園師生參與運動的動力及提升運動參
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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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完整的學、術科配套措施，招收更多優秀選手，提升學校運動成績表現。
(3)藉由運動推廣課程，提升師生運動興趣，增進身心健康。
3.場地設備
(1)整修老舊設施空間，提升體育教學環境品質。
(2)提供本校全體師生優質、安全之運動休閒空間。
(3)營造師生終身運動契機。

(三)師資培育
1.預期優秀學生參與師資養成教育的人數增加。
2.師資生具備本中心訂定之核心能力與特質。
3.產出具華人文化特色之教育研究成果。
4.提升與中學之合作關係。

(四)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1.藉由統計諮詢及業界實習的實務經驗及產業界合作的方式，培養國家社會所需
下一代多樣性統計專業人才，擴大畢業學生就業機會。
2.培育學生紮實且完整的統計學術理論，訓練進一步攻讀博士學位的統計學術人
才。
3.本學位學程成立後將成為一個核心磁鐵的交流平台，吸引目前本校散落四處之
統計教學與研究資源，進而凝聚本校統計研究人力，激發並提升本校統計研
究能量。
4.爭取教學與研究的空間，教師名額及行政人員名額。改善學生與教師的教學及
研究環境。
(五)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1.培育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專業人才。
2.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3.培養高等教育學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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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評
(一)機制
每年定期召開中心主管會議，由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檢討計畫執行狀況。

(二)關鍵績效指標
1.量化指標
項目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通識課程數

406

420

420

420

420

420

通識課程教學助理人次

442

513

430

365

400

400

新生專題課程開課數

25

23

20

24

24

25

新生講座課程開課數
(102-2 學期起開課)

2

6

6

6

6

2

我的學思歷程講座場次

6

6

6

6

6

6

體育課程數

435

440

440

440

440

440

體育講座、工作坊場次

2

2

2

2

2

2

體育類教學助理人次

24

31

27

22

24

24

教育系列演講場次

15

16

17

18

19

20

師資生輔導活動場次

3

4

4

4

4

4

10

10

11

11

12

14

14

14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招生
人數(103 學年首屆招生入學)
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招生人數
(105 學年首屆招生入學)

註：量化指標之設定若因經費調整或情況變動，則將彈性調整。

2.質化指標
(1)提高中心行政業務的效率，發揮一級教學單位的功能。
(2)提升本校通識課程品質，強化學生的學習寬度與成效，並提供學生彈性多
元修課方式、奠定跨領域基礎知識。
(3)使本校學生具備自由社會公民的基本能力。
(4)體育教學、研究與活動
A.透過本校學生教學意見評鑑值及教學助理教學意見評鑑值了解教師授
課狀況，以持續改善體育教學品質。
B.每年規劃 2 場工作坊、學術交流等講座活動，提升教師教學研究知能。
C.教職員工參與體適能檢測人數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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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學生體適能檢測，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全面實施，二年級以上(含研究生)
檢測人數逐年提升。
E.強化教職員工運動健康計畫執行，提升教職員工體適能健康指標。
F.每年參與校際體育學術交流次數。
G.每年舉辦或參與 1-2 項國際體育學術交流活動，拓展師生國際視野。
H.推廣校內大型體育活動及提升師生參與率。
I.運動代表隊管理相關措施。
J.持續進行體育館建物安全評估，以提供一個安全無虞的運動環境。
K..2 年內增設吸音與隔音設備，改善綜合體育館活動噪音。
L.2 年內完成司令台整修，以獲取更大使用空間。
M.3 年內完成內部空間改建：包含淋浴空間、舞蹈室、重量訓練室、桌球
室等，作為綜合體育館之教學替代空間，並紓解綜合體育館之人潮。
N.3 年內完成中央籃球場改建為風雨球場，減少天候因素影響，增加場地
使用效益。
O.5 年內完成規劃體育館整建改善計畫，並爭取改善經費，打造更符合時
代潮流的運動設施場館。
(5)師資培育
A.師資生核心能力與特質表現。
B.教師學術發表之質與量。
C.與中學合作之情形。
(6)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A.本學位學程將「統計諮詢」課程列為必修課程之一，所有學生必須至「統
計教學中心」或校外單位實習，獲取統計諮詢的第一手實務經驗。
B.本學位學程的學生均須完成「統計教學中心」與「教學發展中心」的教
學助理訓練且獲得結業證書。並擔任本校初等統計學電腦實習課的教學
助理，得到教學實務經驗。
C.定期舉行教師研究專題討論會，分享目前統計的研究議題及最新國際統
計研究的發展與方向。
D.邀請國內外學者來校進行學術演講與交流，協助合聘教師與學生之專業
成長。
(7)運動設施與健康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A.本學位學程訂定有「產業實習實施辦法」，所有一般生需自一年級暑假
開始，至運動健康產業相關企業、機關實習 200 小時，以強化實務經驗，
提升就業競爭力。
B.每個月定期舉行研討課程，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學術演講，協助合聘教師
與學生之專業成長，增強與豐實課程內容及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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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文學院現有中國文學系所、外國語文學系所、歷史學系所、哲學系所、人類學
系所、圖書資訊學系所、日本語文學系所、戲劇學系所、藝術史研究所、語言學研
究所、音樂學研究所、臺灣文學研究所、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翻譯碩士學位學
程等 8 系 12 所 2 學位學程，以及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語文中心等 2 個教學研究
中心，並有佛學研究中心、太平洋研究中心、臺灣研究中心及日本研究中心等 4 個
功能性研究中心，以及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在全國各文學院中，本校文學院
歷史最為悠久，研究範疇最為豐富，整體實力也最雄厚。各系所除專業教學與研究
的任務外，還負責國文、外文二項全校性共同課程，提供多元語言課程，並開設許
多文學、歷史、哲學、文化、藝術等人文方面的通識課程，為提升全校同學的人文
認識與素養而努力。

(一)單位功能簡介
單位名稱

專業研究

專業課程

共同課程

整合

整合

整合

整合

整合

中國文學系所

●

●

●

●

●

外國語文學系所

●

●

●

●

●

歷史學系所

●

●

●

哲學系所

●

●

●

人類學系所

●

●

●

圖書資訊學系所

●

●

●

日本語文學系所

●

●

戲劇學系所

●

●

●

藝術史研究所

●

●

●

語言學研究所

●

●

●

音樂學研究所

●

●

●

臺灣文學研究所

●

●

●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

●

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

●

文學院

●

通識課程 語言課程

●

●

●

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

●

語文中心

●

佛學研究中心

●

太平洋研究中心

●

臺灣研究中心

●

日本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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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體目標
在全國各文學院中，文學院歷史最為悠久，研究範疇最為豐富，14 個系所學
位學程，或屬於人文學，或屬於外國語文探究，或屬於社會研究，或屬於藝術
相關領域，豐富多元。
全力發展人文教育，進行人文探索，是文學院相傳的努力目標。具體而言，文
學院有以下幾重使命。首先，具有培養人文人才的責任。知識的創新，思想的
煥發，教育的改善，文化生活的豐富，精神生活的提升，都是臺灣永續發展路
途中必須追求的目標。作為臺灣最重要綜合性大學的文學院，文學院戮力為臺
灣提供素質良好且具創造力的人文人才。在國際化的時代，該院培養的人才也
能為其他社會做出貢獻。其次，文學院負有學術發展的使命。進行研究、著書
立說是文院教師的本分，該院的研究生也一起參與學術探索，這些工作是新知
識、新見解的重要源頭。文學院的另一任務是提升全校同學的人文認識與素養。
除了該院自身的教育，文學院還為學校提供大量的共同課程和通識課程。這項
工作既能為臺大培養具有人文視野的人才，也有助於強化臺灣的文化體質。

厚植人文素養

豐富專業知能
教育
目標

擴展藝術視野

激發多元創意

二、現況說明
(一)重點業務
在教學方面，文學院近年陸續設立新碩士班與博士班，強化該院對於高階人文
人才與專業學者的培養。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於 99 學年度開辦，戲劇系博
士班於 103 學年開辦，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班將於 104 學年開辦。此外，該院近
年來設立 2 個碩士學位學程：「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於 100 學年度開始招
生，「翻譯碩士學位學程」於 101 學年度開始招生。
為打破剛性系所制度之限制，提供更適合現實需要之教育，本校文學院積極發
展大學部學分學程。該院目前有 8 個學程：「臺灣研究學程」、「歐洲暨歐盟
研究學程」、「經典人文學程」、「知識管理學程」、「亞洲藝術學程」、「藝
術設計學程」、「中英翻譯學程」及「日本研究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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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中國文學系所

●

●

●

外國語文學系所

●

●

●

歷史學系所

●

●

●

哲學系所

●

●

●

人類學系所

●

●

●

圖書資訊學系所

●

●

●

日本語文學系所

●

●

戲劇學系所

●

●

●

藝術史研究所

●

●

語言學研究所

●

●

音樂學研究所

●

◎

臺灣文學研究所

●

●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

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

◎：將於 104 學年設立。

臺灣研
究學程
日本研
究學程

知識管
理學程

文學
院

中英翻
譯學程

歐洲暨
歐盟研
究學程

經典人
文學程

亞洲藝
術學程
藝術設
計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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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研究方面，除教師進行個人研究以及參與集體研究計畫，文學院近年設
立臺灣研究中心(100 學年)與日本研究中心(102 學年)，以發展特定研究領域。
在國際交流方面，除每年舉辦約 20 場國際學術會議，現在全院有效的國際學
術合作或交流協議共有 33 項，其中院級 5 項，系所級 28 項，涵蓋 10 個國家
及地區。今後將繼續擴大與國際重要學術機構進行雙邊交流，增加外籍學生及
交換生人數，以加強文學院的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
在硬體設備改善方面：
1.文學院空間長年不足，隨著系所與學位學程的增設，師生人數成長，空間需
求更為殷切。95 年 6 月，財團法人觀樹教育基金會施崇棠先生捐贈 5 億 4,000
萬元供本校興建人文大樓，此案隨即積極進行。目前人文大樓第 10 案即將
完成校內審查，刻正進入政府的審查程序。
2.文學院所屬館舍之文學院、樂學館以及目前使用之舊總圖書館(校史館)為市
定古蹟，為了善盡古蹟使用者的社會責任，提供良好教學和研究環境，該院
對建築物之修繕，投入大量預算及物力。文學院自 94 年起，陸續推動院內
教室之翻新與現代化工程，近年來繼續從事文學院本部建物、校史館、研究
大樓內外環境之整修。與此同時，院方也積極協助各系所整治空間、更新設
備，務求創造高水準的教育環境。

(二)SWOT 分析
1.優勢(Strengths)
(1)學院規模完整，包含 8 系 12 所 2 學位學程，研究領域多元，教師人才濟
濟，陣容堅強，視野寬廣，享有國際聲望之學者、作家輩出，多數領域表
現傑出，有引領議題的條件。
(2)本校圖書、電子資料庫等人文學術資源豐富，學生平均素質高，具有良好
的培育人才的條件。
2.弱點(Weaknesses)
(1)院舍空間不足，系所分散各處，影響教育與學術研究，有礙師生以及學生
之間的互動，也有礙吸引人才來院服務。
(2)須負責全校性共同課程以及大量的通識課程，教師教學負擔較重，近年此
點已有改善，但仍有少數學系教師授課鐘點過多，影響學術發展。
3.機會(Opportunities)
(1)人文、藝術、社會研究共處一院，在學術上有相互支援之利。
(2)人文大樓若能儘早落成，將可改善教學研究空間，利於聘任教師，激發文
學院師生的潛能，對全校人文素質的提升也有助益。
(3)文學院近年除致力於學術研究之國際化，在教學方面亦加強國際面向，如
成立華語教學碩士學程、翻譯碩士學位學程以及中文系設置國際學生學士
班，將來可進一步幫助臺灣擴展國際上的文化影響力。
4.威脅(Threats)
(1)在臺灣高等教育界，人文藝術過去不甚受重視，近年來幸賴邁頂計畫的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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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研究教學經費有所增加，數年後如果邁頂計畫不再延續或經費大量減
少，並不容易尋得替代之資源。
(2)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許多重大差異，過去學術行政往往以
自然學科為標準，不利於文學院相關研究成就與方向之評估。此點近年已
有改進，但仍有待努力之處。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研究與教學目標
未來 5 年，本校文學院研究與教學之發展重點有四：(1)推動創意與文創課程。
(2)「臺灣與世界的對話」跨系所研究計畫，包括「亞太文化之跨學科研究」
與「人文世界的多樣性」兩大主題。(3)語言與相關文化教研的全球化布局，
承繼該院近年來的努力，廣開外語課程，厚植本校同學的國際能力，並積極開
設有關之歷史文化課程。(4)整合該院有關華語教學之教研與實務體系。
1.推動創意與文創課程
教育的方式(包括人文教育)，除了學理的講授，應該注意實作，以激發學生
的潛力，為社會培養切實有用的人才。本校文學院近年已開始發展與人文藝
術有關的創意與創作課程，目前重點支持戲劇系藝術設計學程，臺灣文學研
究所也有獲得教育部支持之創作研討課程。臺灣應努力於文化創意與相關產
業的發展，已為國人的共識。文學院人文教育資源雄厚，可以在創意與文創
教育的上游做出貢獻。
關於發展創意與文創教育的策略，文學院擬採鼓勵、獎勵各系所開設相關課
程的方式，讓創意教育成為該院一般教育的一部分，而暫不設置專門學程。
開設的課程可以包括創意理論、藝術設計、文本創作、創意產業等方面，該
院將成立工作小組規劃此事。
2.「臺灣與世界的對話」跨系所研究計畫
人文研究成果絕大多數出自個人研究以及小型合作研究，但整合型計畫仍有
推動議題討論、陶鑄問題意識、促成研究交流的重要功能。文學院過去數年
推動「臺灣與世界的對話」跨系所研究計畫，下設若干個分項計畫，每個分
項計畫由跨 3 系所以上之 8 人以上教師組成，整合各系所之研究人力，加強
系所間的學術溝通，並進行適當之跨院、跨校合作，以厚植學術根基，謀求
重點突破。在新的 5 年計畫期間，仍將繼續推動此計畫，希望在原有的基礎
上，更求精鍊，提升該院之研究實力。此計畫將以「臺灣與世界的對話」為
名，包含「亞太文化之跨學科研究」與「人文世界的多樣性」兩大主題。以
下分別簡介此二主題：
(1)亞太文化之跨學科研究：本研究之構想，係立基於目前各系所已有之成果，
提出具前瞻性與發展性議題，企圖運用跨學科整合之優勢，提升文學院在
整體亞太文化研究之發言權。本校文學院為華人世界規模最大之文學院，
在林林總總的學科與領域中，同仁之研究最集中於亞太地區，亞太研究可
謂文學院之強項，適合進行整合，以求相互攻錯，共謀提升。在這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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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該院目前執行以下研究計畫：
A.先秦兩漢出土文獻與學術新視野。
B.臺大莎士比亞論壇：跨界的莎士比亞。
C.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
D.亞洲藝術文化的多元核心與交作網絡。
E.文化流動——亞太人文景觀的多樣性。
F.島嶼世界的形成與流動。
在新 5 年計畫期的開始，文學院將仔細檢討上列計畫，鼓勵提出具有創新
性而整合潛力強的分項計畫。
(2)人文世界的多樣性研究：「多樣性」是人類一個主要的生存情態，也是人
文世界明顯而重要的特徵，本計畫企圖從這個角度對文化與社會現象進行
多方面的探索。人文世界的多樣性有很多涵義。首先，就時間向度的總體
觀察而言，人類早期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們的遷徙、語言的分化、特定社
群與生活方式的不斷形成，應該有多樣性越來越強的情況。然而在歷史時
代來臨及其後，隨著權力、技術和文化中心的出現，湧現出各類統合和同
化(assimilation)的趨勢，多元情境受到尖銳挑戰。時至今日，全球化掀起
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統合趨勢，人文多樣性飽受威脅。可是另一方面，
當前又是多樣性意識高張的時刻，無論在認識或價值的層面，多樣性廣受
肯定，可以說呈現了一種混雜的態勢。
以當代情境為準，人文多樣性至少包含以下幾個層面。第一是文明的多樣
性，也就是說，地球上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具有獨特性格的文明，如伊斯蘭
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華人文明(Sinic civilization)、印度文明、
日本文明。第二層多樣性呈現於特定政治體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差異可表
現在語言、宗教、歷史經驗、風俗習慣等方面。第三層是具有認同意義的
身分多樣性，譬如女性、同性愛者、族群、特定的地域、階級或社會群體
成員。第四層多樣性可以稱為個體的多樣性。人類的多樣性往往表現於小
的個體，如個人、家庭。這種多樣性對於社會體制的建構，價值的探討衡
量，人類活動與思緒的理解，都有關鍵的意義。
綜合而言，人文世界的多樣性是一項包含範圍廣而又觸及人文研究核心的
課題，很適合作為整合型計畫的主題。本校文學院包含學科與領域眾多，
多樣性問題在其中已經有程度不一的重要性和研究成果。就該院而言，以
人文多樣性為出發點的研究意識還有一個優點。除了以中國和臺灣為中心
的亞太研究，文學院有長久的西方研究傳統，外文系與哲學系尤其如此。
人文多樣性的研究計畫可以將該院的非亞太與亞太研究人力整合起來，從
「差異」與「跨界」的角度進行各種社會文化問題的探討。
該院目前執行以下有關人文世界多樣性的跨系所研究計畫：
A.跨文化與跨媒材的轉譯研究。
B.人文多樣性與跨文化：中國史和歐洲史的案例。
C.多樣性與規範性—以中華文化為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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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主體、文本與劇場實踐。
在新 5 年計畫期的開始，文學院將仔細檢討上列計畫，鼓勵提出具有創新
性而整合潛力強的分項計畫。
3.語言與相關文化教研的全球化布局
未來 5 年的另一項主要教學與研究目標為，在過去發展出的多元語言教學基
礎上，推動與此相關的多元文化教學與研究。以下分項說明。
(1)多元語言課程開設：為因應全球化之趨勢，以及增強本校學生的國際事務
能力、學術研究之基礎與操作能力，文學院近年來積極開設多元外國語文
課程，經過數年的努力，自 99 學年起，每年均開設 25 種以上。各種跡象
顯示，已大大增強本校學生之多元外語能力，未來 5 年，該院將維持並強
化多元語言教學。以下為文學院近年曾開設之外語與非漢語課程：
A.外國語文課程：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義大
利文、荷蘭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日文、韓文、泰文、越南文、馬
來文、菲律賓文、蒙文、波蘭文、捷克文、希伯來文。
B.學術語文：古希臘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滿文、藏文、西夏文。
(藏文並非純學術語言)
(2)結合多元語言學習之歷史文化課程：本校文學院雖然近年開設多種外國語
文課程，但極少有關於東亞和西歐以外的歷史文化課程，即使有關美國、
東南亞的課程也屈指可數，韓國研究課程至今掛零。與國際上主要大學的
文學院相比較，本校文學院最明顯的缺陷是涵蓋的文化區域極少，直到二
十餘年前，學術領域基本只限於中國研究以及零星的英美研究，爾後增加
臺灣研究，歐洲歷史與哲學研究也略有進展，但是整體格局仍遠遠落後於
國際一流文學院。在新的五年發展計畫期間，該院將在多元語文課程的基
礎上，謀求彌補此一缺憾，設法增加多元歷史文化課程，以求擴大本院學
生的知識基礎，落實對學生多元國際視野與能力之培養。
此外，本校文學院雖然教授歐洲語言與文學課程數十年，但完全限於大學部，
至今未有研究所課程，可能已造成相當程度的社會文化損失。在未來 5 年，
該院希望對此有所彌補，建立有關歐洲語言文學的研究所課程。
4.整合有關華語教學之教研與實務體系
本校文學院有 3 個與華語教學相關之單位，預定在新 5 年發展計畫期間，整
合彼此間的特色與目標，以在該院建構世界頂尖之精緻華語教學系統及人才
培養體系。
關於國際華語教學方面，文學院原有語文中心中國語文組(CLD)及隸屬於語
文中心但具獨特而悠久傳統之國際華語研習所(ICLP)。近年又成立華語教學
碩士學位學程(100 學年)，以培養華語實務教學與華語教學學術研究之人才。
該院相關之華語單位各有其優勢和限制，如何在教學特色、人才培養、教材
研發、師資培訓、語料建置，及市場開拓和行銷推廣等多重目標下進行整合，
以強化本校在國際華語文教學領域之發言權和地位，乃該院新 5 年計畫的重
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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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政府正積極推動華語文教學之教育產業，並擬推動「教育部八年華
語輸出計畫」，有意整合國內華語文資源，提升華語文教學之品質，開拓海
外華語文教學市場，提升華語文學習人口等。凡此種種，文學院相關之華語
文機構均不宜缺席。文學院之華語文教學向以嚴格精緻著稱，今擬趁華語教
學碩士學位學程成立、發展之際，整合相關單位之特色與優勢，謀求互利，
以期在本校建立完整之華語文教研體系，並開創本校華語文教育之新視野。
文學院於 101 學年開始，已由華語碩士學位學程與語文中心合作，建置全校
性的國際生華語學分課程系統，此乃該院對校務的一大貢獻，今後如能更緊
密整合內部有關單位，應能對本校的華語教育有更進一步的幫助。

(二)國際交流目標
1.積極與 international benchmark 學院交流。本校文學院以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
為 benchmark，如以 QS 排名為衡量尺度，本校文學院 2012 年之排名為第 45
名，京都大學文學部為第 27 名，尚有差距。就實質的學術質量而言，本校文
學院雖然規模龐大，但研究與教育領域比京大文學部少很多，例如伊斯蘭世
界、東亞以外的亞洲文化等領域，在臺大幾乎完全闕如。此外，本校文學院
的歐洲語文和文化領域仍以基礎教學為主。該院在各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間。
2.與亞洲和美國其他優秀大學進行重點交流。在亞洲，可與日本東京大學、中
國大陸人文學術較佳之大學如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交流。在美國方面，配合
本校全校以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為 benchmark，
選擇領域與該校交流。
3.將外籍生人數提高至 150 人(102 年為 145 人)，並設法提高品質。
4.繼續提高交換生人數(102 年出入合計 273 人)，強化該院教育之國際面向。
5.維持國際生獎學金之人數水準(102 年為 66 人)，並視經費狀況謀求提高。
6.維持薦外交換生獎學金之人數水準(102 年為 34 人)，並視經費狀況謀求提高。
7.持續和外國大學相關院系簽訂合作協議，進行有效交流。
8.持續應用「白先勇人文講座」基金，聘請大師級學者至院演講、授課。
9.持續聘請日籍學者至日文系密集講學。
10.持續補助學生出國進修、研究、發表論文。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發展策略
1.妥善利用運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重點支持與未來 5 年發展目標有
關的事項，力求文學院教學與研究品質之提升，視野之擴大。
2.重視傳統強項領域(如中國古典研究)與臺灣研究，但也利用臺灣開放、多元、
靈活的優勢，鼓勵創新議題之研究，以求為人文知識與思想做出重要貢獻。
3.鼓勵教師撰寫專書，進行有體系之研究，並發揮社會文化影響力。
4.積極支援多元外語教學與相關之歷史、文化課程，強化文學院教育之多元國
際面向，推動歐洲語言與文學的研究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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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合文學院建立之華語教學體系，開展華語教學之研究與人才訓練。
6.推動人文大樓及早興建完成。
7.積極充實研究資源，如補助訂購資料庫、國內外田野工作。
8.積極支持學生國外研習活動。
9.積極協助語文學系教師降低授課時數，推動教學時數合理化。
10.補助經費，聘任有助於計畫目標實現之兼任教師。
11.在經費許可範圍，繼續支持人文數位化工作。

(二)執行方式
由本校文學院院長、文學院策略發展委員會、主管會議以及院務會議運用以下
資源與方式，促成計畫目標有效實現：
1.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
2.院管理費。
3.院內員額流通辦法。
4.妥當溝通管道。
5.對法規做必要之調整，以利本計畫目標之實現。

五、預期效益
(一)教學
1.初步建立文學院之創意與文創課程群，以此為基礎，謀求將來的進一步發展。
2.持續推動學分學程、重點支持「藝術設計學程」：目前本校文學院已成立「臺
灣研究學程」、「經典人文學程」、「亞洲藝術學程」、「藝術設計學程」、
「中英翻譯學程」、「歐洲暨歐盟研究學程」、「知識管理學程」、「日本
研究學程」等 8 個全校性學分學程。希望增強這些學程的教育效能，並重點
支持「藝術設計學程」。
3.增加外語課程、開設多元文化課程、提高相關領域之研究層次：目前本校文
學院已開設 27 種語文課程(非同時開設)，未來仍將持續並加強外語以及學術
語言之教學，除視時機與需要增加語種，並注意高級語文課程以及相關歷史
文化課程之開設。推動歐洲語文研究所課程，提高多元區域研究之層次。
4.降低教學負擔：本校文學院教師過去教學負擔沈重，近年來透過增聘專任教
師，並利用邁頂經費、該院自籌經費聘任兼任教師支援，情況已有改善。今
後將致力於達成語文學系教學時數的合理化，以營造優越的學術工作環境。
5.提高文學院華語教學的能量與系統性。

(二)研究
透過對於「臺灣與世界的對話」跨系所研究計畫以及個人小型研究的支持，
以及其他種種經費補助措施與改善環境、制度的努力，預期本校文學院學術
研究將有明顯的質與量的提升，尤其希望新進教師盡早有表現，資深教師多
出版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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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結構
本校文學院在 97 學年度提出計畫，積極增聘教師，將專任教師人數從該年的
229 人提升至 260 人，以有效降低生師比。在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該院專任
教師已有 264 人，目標已達成。在人力增加的情況下，文學院當極力追求教育
與研究品質的提升。

(四)空間
本校文學院使用空間嚴重不足，迫使部分系所分散各處，不僅影響教學研究，
並使文學院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嚴重缺乏互動。95 年承蒙施崇棠先生捐助 5
億 4,000 萬元，協助文學院建立人文大樓，文學院正積極推動人文大樓的建造
案，設法排除妨礙文學院成長的一項主要因素。

(五)藝文環境
本校文學院長期鼓勵及支持各種藝文活動，以提升本校人文藝術之素養。今後
仍將支持以下活動：

臺大學生

戲劇系展演

哲學桂冠獎

藝文中心各
文學院午間
音樂會

種演出

臺大文學獎

人類學博
物館

1.戲劇系戲劇展演：戲劇系每學期定期舉辦公演，師生共同參與演出，水準優
越，為本校之文化盛事。
2.文學院午間音樂會：本校文學院於學期間，不定期於週五中午舉辦音樂會，
邀請音樂家或舞蹈家至文學院表演，歡迎師生共同欣賞。
3.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由本校文學院及哲學系主辦，自 99 學年度開始舉辦。
4.人類學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隸屬於文學院人類學系，該系擁有一百多年的
臺灣民族學和考古學文物藏品，收藏的質與量堪稱一流。該系於 99 年原系
館拆除之際，在校方的協助下，於校史館西側設立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唯
因經費限制，目前考古學展示室與特展室尚未設立，以至社會教育功能大打
折扣。文學院將設法與校方合作，希望能在近年完成該館的完整展示空間，
以充分發揮該館之教育與文化功能。
5.臺大文學獎：本校藝文中心主辦，每年一次，文學院在經費上給予支持。
4.藝文中心各種演出：過去至今皆由文學院教師負責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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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評
(一)機制
每年定期召開本校文學院策略發展委員會、諮議委員會(委員包含校內外專家)
以及自評小組，由院長擔任召集人，持續規劃與檢討計畫執行狀況。

(二)關鍵績效指標
1.量化指標
量化項目

國
際
化

教
學
及
研
究
成
果

研
究
計
畫

現況值

目標值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就讀學位國際學生數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交換國際學生數(出入合計)

273

285

295

305

315

320

外籍教師人數

43

45

45

50

50

50

英語授課課程數

128

130

135

140

145

150

重要國際會議主辦數

13

15

16

17

18

20

國外學者來訪人次

158

165

170

175

180

185

專任教師人數

264

267

270

272

275

275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平均時數

8.34

8.20

8.10

8.00

7.90

7.80

外語課程語種數

25

26

26

27

28

28

學術性期刊論文數

160

165

170

180

185

190

專書論文

78

85

90

95

100

105

學術專書

27

28

30

32

32

35

重要學術獎項累計

18

19

20

21

22

23

科技部計畫件數

150

155

160

162

165

170

科技部計畫金額(萬元)

12,690

+5%

+2%

+3%

+3%

+5%

科技部以外建教合作
計畫件數

33

35

40

43

45

50

科技部以外建教合作
計畫金額(萬元)

9,129

+10%

+10%

+10%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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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化指標
(1)提升教學成效
A.繼續維持高水準的專業課程。
B.透過學分學程的推動與改善，因應變動中的教育需求，改善大學部
教育。
C.加強多元外語教學，並開設有關之歷史、文化課程，研擬開設歐洲語文
研究所課程，依世界主要文學院之模式，擴大本院人文學術基礎。
D.強化華語教學之研究與人才培養。
E.推動創意與文創課程。
(2)促成優質研究
A.促成中、大型且具國際一流地位之研究社群 2-3 個。
B.鼓勵創新性研究，鼓勵專書寫作，提高論文品質。
(3)擴大國際交流
A.文學院外籍專任教師人數已為全校之最，往後將注意提升教師水準。
B.文學院外籍學位生人數已列全校前茅，往後當注意提升品質，以期外籍
生與本地生之間產生切磋攻錯之效。
C.繼續推動學生赴外國大學交換，強化該院教育的國際層面。
D.與國際一流學府進行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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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理學院包含基礎科學(數學、物理、化學、心理)、地球科學(地質、地理、
大氣、海洋)、社會科學(心理、地理)三大學術領域，設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分別為：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心理學系、地質科學系、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大氣科學系；4 個僅有碩士班與博士班之獨立研究所，分別為：海洋研究所、天文
物理研究所、應用物理研究所與應用數學科學研究(102 學年度成立碩士班)。102
年教師人數 225 人、學生人數 3,068 人(見表 1 及表 2)(生師比約為 13.64)、編制內
職員 37 人、技工工友 17 人、約用人員 78 人與助教 10 人。除了系所教學單位外，
另有 7 個院級研究中心：全球變遷中心及貴重儀器中心 2 個編制中心，其中貴重儀
器中心含有量測組與海洋探勘組。5 個功能性中心：理論科學中心、颱風研究中心、
大氣資源與災害研究中心，以及空間資訊研究中心，另身體、心靈與文化整合影像
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已經本校 2735 次行政會議通過。
表 1：理學院學生人數趨勢統計(100-102 年)
年度

100

101

102

學士班

1,614

1,598

1,558

碩士生

916

923

958

博士生

608

615

552

類別

表 2：理學院師資年齡結構(專任教師人數及年齡層分布)(103.08)

專任
人數

< 30

31-40

41-50

51-55

56-60

61-65

> 65
歲

總計

1

45

61

37

43

31

7

225

教學、研究與服務是理學院每位同仁的職責，學生也以身為理學院的一分子為
榮。理學院在各領域中，不論於教學與研究皆在國內居於領先及創新的地位，在教
學改進與教育改革上都有高度的影響力。各學術領域發展，呈現多樣面貌，特別是
近年來，跨領域研究與教學亦蓬勃發展。由於同仁一致的努力，已經使理學院成為
國內學術研究的重鎮。各研究中心與國內外學術單位、政府機構或社會團體，在自
然與人文社會科學、全球變遷與永續發展等重要議題上都有密切合作，對於社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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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貢獻良多。在此深厚基礎下，理學院持續努力以落實與深化「培育科學人才、追
求學術卓越」之宗旨與核心信念。
長久以來，理學院一直秉持著邁向學術卓越的理念而運作，各種課程與研究計
畫規劃，都是以國家整體發展、社會需求與國際潮流趨勢為依歸。計畫執行也以培
養優秀人才為宗旨，使理學院成為一個達世界級地位之研究機構，成就創造科學知
識與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理學院擁有豐富的圖書期刊與先進的儀器設備，其培
育的進階科學研究人才和科學教育、科技實務的工作人員遍布我國基礎科學、地球
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學門的各個單位。長久以來，理學院各系所一直是嚮往科學
的青年學子們心目中的科學殿堂。
理學院內各領域發展，都能與世界接軌，物理學領域的研究表現，每年 ISI 出
版的論文發表數目已排入全球第 88 名、化學系名列第 56 名，地球科學第 115 名 (見
表 3)。整體而言，若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相關領域表現相當，與澳洲墨
爾本大學相比更已超越許多。多年來，幾個領域更發表多篇頂尖學術期刊論文(如
Nature 與 Science)，引領校園，顯示發展前景良好。不過除了數量上的優勢，在質
的方面仍需要更上一層樓。
表 3：2003-2013 年理學院各領域與新加坡大學及墨爾本大學之比較
領域及
排名

化學

地球科學

物理

文章篇數

世界排名

文章篇數

世界排名

文章篇數

世界排名

臺灣大學

4,779

56

1,553

115

5,265

88

新加坡大學

5,608

41

－

－

6,057

70

墨爾本大學

2,074

232

1,141

162

2,516

190

2,617

181

2,835

37

5,478

84

5,479

44

3,117

31

10,871

17

學校

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
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

二、現況說明
在「培育科學人才、追求學術卓越」信念下，理學院同仁與學生共同努力於教
學與研究之精進，也積極參與學術活動及社會服務，特別關注全球與國內相關議題，
展現理學院同仁對於追求學術卓越的衝勁與對社會的關懷。長久以來，理學院教育
英才無數，是培養菁英科學人才的搖籃。畢業生在各學術研究領域、政府單位或工
商服務上都居領導地位，諾貝爾得主李遠哲教授即畢業於化學系；此外，理學院畢
業校友及教師有多人獲選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工程學院院士與
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自 95 年度起，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下，理學院在教
學、研究與國際化各項指標持續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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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現況
本校擁有臺灣最菁英的學生，應該給予尖端與富挑戰性的訓練，科學的本質學
養是這些學生不可或缺的基石。因此理學院老師肩負起校園內基礎科學教育之
重責大任，以期確保科學教育的品質。整體而言，理學院教師授課負擔不輕，
欲兼顧教學品質與研究表現責任重大。
1.共同服務性課程及統一教學課程推展
配合本校推動大班教學，小班輔導措施，過去 3 年來服務性課程開授之班次
有減少，102 年總班次約 160 班，惟每年修習總人數仍有 15,000 人上下(見表
4 及表 5)，基礎科學領域教師教學負擔仍重，特別是數學系、物理學系、化
學系、心理學系等系所教師除了系所專門課程外，平均每一學期需要負擔 3-4
小時的基礎科學課程，幾乎大部分師資均需投入服務性課程之教學，理學院
目前正規劃增聘專兼任師資及推動統一教學課程以努力改善上述問題。在通
識課程方面，理學院提供自然科學與數值分析兩大領域之課程。在通識課程
方面，理學院提供「物質科學」與「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兩大領域之課程，
每學年更有約 120 位老師(人次)投入通識教育教學，開設約 120 門課程，約
有 10,000 名學生選修。
表 4：理學院 100-102 學年度共同服務課程、實驗課程開班統計
學年度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科目

班次

選課人數

班次

選課人數

班次

選課人數

共同服務課程

182

16,473

169

15,437

158

14,941

實驗課程

146

6,519

153

6,818

150

6,318

備註：共同服務課程含微積分、普通物理學、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
學、普通心理學等課程；實驗課程含普通化學實驗、分析化學實驗、
有機化學實驗、物理化學實驗、化學實驗等課程。

2.提升專業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
積極延攬國際一流人才，因應世界潮流，調整課程結構；配合本校建立課程
地圖、學習目標、課程資料與目標，提升教學品質。課程設計融入新穎課題，
使能融合前沿科學知識於教學中，期許學生獲得最新知識與思維，提升學生
學習水平與強化基本科學思維與精神，使其能發揮所長，有效提升本校學術
水準與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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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理學院 100-102 學年度各系所開授課程數
系所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

102 學年度

數學系

157

144

146

物理系

269

285

279

化學系

667

655

706

地質系

225

215

215

心理系

246

271

271

地理系

121

130

141

大氣系

122

120

115

海洋所

140

133

135

天文物理所

32

34

32

應用物理所

32

35

35

應用數學所
合計

23
2,011

2,022

2098

3.e 化教室建置，教學經驗分享
網路環境建置、更新系圖書館電腦資訊設備、完成建置多人視訊會議環境，
以深化遠距教學的構想。協助與補助教授將課程內容與教材 e 化並放置於網
站上，普通物理、普通化學與有機化學等實驗教學影片拍攝，改善教學模式，
完成普物實驗示範教室整修。在物理領域，更推動全國大專普物實驗教學聯
盟，使資源與經驗更為流通。其他實驗教學與通識課程之教學經驗，亦有資
訊交流，以改善教學品質。
4.新系所、新領域課程或學程建置
建置新領域課程或跨領域學程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應用物理研究所於 97 學
年度成立，化學系化學生物組於 96 學年度成立，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於 102
學年度成立碩士班，並已進行招生；數學系成立計算科學實驗室，從事跨領
域計算科學的研究及人才培育；心理領域建立認知心理實驗室、知覺心理實
驗室、生理心理實驗室等，藉由實驗室之建置，提供教師規劃心理實驗相關
之課程設計及經典心理學實驗之實作訓練；地理環境科學 GPS 儀器教學，
讓學生透過快速精密的測量，了解地形在短時間內所產生的變化；「海洋事
務」、「海洋科學」、「地球系統科學」等跨領域學程，也持續推動。此外，
為因應能源短缺與全球暖化，全球變遷中心亦推動「永續資源」、「能源科
技」學程，以培育下一代有關永續能源議題之知識與技能；目前正在推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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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碩、博士學位國際學程，以因應 21 世紀全球所面臨
的氣候變遷課題。
5.培育資優學生與科普知識推廣
(1)理學院配合教育部執行「基礎科學資優生人才培育計畫」
、
「高中科學班」
，
培育科學資優生。
(2)化學系陳竹亭教授擔任校級科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積極舉辦科普演講系
列，使校園基礎科學課程改善計畫能順利推行。執行科技部(原國科會)科
普計畫，推動「展望」、「探索」等系列演講，藉由基礎科學講座，普及
科學知識，並啟蒙吸引更多嚮往科學的年輕學子。
6.系所評鑑與教師再評估，持續執行，以強化整體成效
依據校、院、系所訂定辦法，每年依序執行系所評鑑，以確保系所運作邁向
優質學習環境與卓越研究方向；教師評估作業每年進行，針對老師的教學、
研究與服務績效作整體評估，敦促系所在研究與教學等方面更為優質。

(二)研究現況及重點
多年來，理學院教師除肩負著全校基礎科學教育重大任務，更積極追求卓越之
學術研究工作，近年來執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創造優質環境，延攬人才，追
求卓越。計畫內容朝「頂尖研究」、「教學卓越」與「國際化」三大目標努力。
整體而言，理學院之學術表現耀眼，各領域表現均扮演國內之領航角色，而部
分領域更已站上國際百大，甚至前 50 之排名。
1.研究總體表現傑出，跨上國際舞台
理學院之學術表現，具體呈現在榮獲國內外院士榮銜數目、國內重要獎項之
人次(見表 6)、SCI 期刊論文(見表 7)與引用數、擔任國際 SCI 期刊編輯或委
員的人數及活躍的國際學術活動上都有顯著增加。物理與化學在 ESI 論文排
名已經進入世界百大，物理第 60 名與化學第 38 名，地球科學也進入百名之
列(第 79 名)，充分顯示理學院的學術表現，在國際舞台具一定地位。
表 6：理學院各項榮譽指標統計
指標項目

本校

理學院

理學院(%)

Nature (1973-2013 )

25

9

36%

Science(1984-2013)

36

16

44%

368

156

42%

5,722

1,107

19%

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1997-2013)

60

19

32%

教育部學術獎(1994-2013)

63

18

29%

94

20

21%

49

11

22%

89

22

25%

Highly cited papers (2003-2013)
SCI and SSCI papers (2013)

國科會(今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2002-2013)
國科會(今科技部)傑出人才講座(1994-2013)
國科會(今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199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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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本校

國科會(今科技部)傑出研究獎(2002-2013)
中研院年輕學者獎(1996-2013)

理學院

理學院(%)

222

41

18%

44

19

43%

2.傑出期刊論文、SCI 期刊論文與高引用論文數逐年增加
在 2006-2013 年間有 16 篇 Science、Nature 頂尖期刊發表，而近年來高引用
論文篇數也在本校扮演重要角色。
表 7：理學院歷年來發表 SCI and SSCI 論文數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SCI/SSCI
921
883
1,128
1,113
1,107
IF 值 15%論文數 367(39.8%) 363(41.1%) 483(42.8%) 515(46.3%) 518(46.8%)
IF 值 40%論文數 712(77.3%) 661(74.9%) 899(79.7%) 899(80.8%) 886(80.0%)
*圖資系黃慕萱教授依 WOS 資料庫整理數據(103.4.4)
3.傑出研究結果備受肯定
(1)中央研究院院士：化學系王瑜教授、陳仲瑄教授(第 28 屆)；地質系江博明
教授、大氣系劉紹臣教授、數學系于靖教授、李克昭教授(第 29 屆)。
(2)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化學系周必泰教授、數學系陳俊全教授、地質系
鍾孫霖教授(第 12 屆)；數學系王金龍教授(第 13 屆)；物理系侯維恕教授(第
16 屆)；物理系熊怡教授(第 18 屆)。
(3)教育部學術獎：數學系張鎮華教授(第 52 屆)；化學系方俊民教授(第 53
屆)；物理系侯維恕教授(第 54 屆)；物理系蔡定平教授、數學系程舜仁教
授(第 55 屆)；數學系陳榮凱教授(第 56 屆)；物理系郭光宇教授、大氣系
吳俊傑教授(第 57 屆)。
(4)國科會(今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地質系林立虹助理教授(97 年)；心
理系曹峰銘助理教授(98 年)；地理系簡旭伸副教授、海洋所謝志豪副教授
(99 年)；數學系余正道助理教授、物理系高英哲副教授(100 年)；物理系
陳凱風副教授(101 年)；數學系謝銘倫助理教授(102 年)。
(5)國科會(今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大氣系吳俊傑教授與化學系張煥宗教授(96
年)；化學系陳俊顯教授、邱勝賢副教授、地質科學系吳逸民副教授(97 年)；
數學系王振男教授、陳榮凱教授、物理系王名儒教授、何小剛教授、郭光
宇教授、蔡定平教授、心理系陳建中教授、地質系沈川洲教授、大氣系吳
俊傑教授(98 年)；物理系張寶棣教授、賀培銘教授、化學系汪根欉教授、
大氣系林依依教授(99 年)；數學系李瑩英教授、化學系楊吉水教授、地質
系吳逸民教授、陳于高教授(100 年)；數學系陳榮凱教授、物理系董成淵
教授、蔡定平教授、化學系劉如熹教授、心理系葉素玲教授、大氣系吳俊
傑教授(101 年)；地質系沈川洲教授(102 年)。
(6)總統科學獎：化學系彭旭明教授(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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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化學系陳振中副教授(97 年)、物理系高英哲副教
授(99 年)、地理系簡旭伸副教授(102 年)。
(8)美國電機學會(IEEE)Fellow：物理系張慶瑞教授(99 年)、蔡定平教授(100 年)。
(9)美國物理學會(APS)Fellow：物理系張慶瑞教授(98 年)、洪銘輝教授(101 年)。
(10)英國物理學會(Institute of Physics) Fellow：物理系郭光宇教授(102 年)。
(11)法國地質學會 Prestwich 獎：地質系江博明教授(102 年)。
(12)日本地質學會國際賞(JGS International Prize)：地質系江博明教授(103 年)。
(13)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Fellow：地質系陳于高教授。
(14)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ellow：化學系彭旭明教授與周必泰教授(98 年)。
(15)Fellow of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英國皇家學會會士)：化學系張煥宗
教授(102 年)。
(16)世界科學院(TWAS)化學獎：化學系牟中原教授(102 年)。
(17)亞洲磁性學會聯盟主席及俄羅斯工程學院通訊院士：物理系張慶瑞教授
(100 年) 。
(18)IUPAP 粒子物理新秀科學家獎：物理系陳凱風博士(97 年)。
(19)侯金堆傑出榮譽獎：物理系蔡定平教授(97 年)。
(20)中華民國數學會青年數學家獎：數學系夏俊雄(100 年)、謝銘倫(101 年)。
(21)傑出人才基金會第一屆年輕學者創新獎：海洋所謝志豪副教授。
(22)世界科學院年輕學者：蔡政達助理教授(102 年)。
4.重要研究成果
(1)陳榮凱教授和 Hacon 教授的合作成果證明了代數幾何中 k 猜想的第二部
分，同時也得以驗證猜想的許多情況。
(2)王金龍教授和林長壽教授關於 tori 上的 Green 函數之研究開拓了帶幾何和
非線性篇微分方程的連結
(3)物理系高能物理團隊(侯維恕教授、張寶棣教授、熊怡教授、王名儒教授、
陳凱風教授與其研究團隊)參與的 CMS 國際合作實驗，在 2012 年 7 月 4
日於歐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 CERN、同步與在澳洲墨爾本舉行的 ICHEP
國際高能物理大會上，大強子對撞機 LHC 的 CMS 實驗團隊利用自 2011
年初至 2012 年 6 月所擷取到的數據，同步發表了尋找標準模型希格斯玻
色子(Higgs boson)的最新結果。
(4)物理系熊怡教授所參與的大亞灣微中子振盪實驗團隊於 2012 年 3 月 8 日
發布新聞，宣布首次發現微中子新的一種振盪模式：量測微中子於運行過
程中轉換為另類微中子的概率。此項研究結果將開啟通往物理新知的大
門，未來可望能解釋宇宙中物質與反物質不對稱的奧秘。
(5)化學系彭旭明教授、邱勝賢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探討傳統三大車輪烷合成
策略包含了穿透後封鎖法、滑套法及夾鎖法。為證明所謂的穿透後縮環法
並不僅止於概念而是真正可被用來製備車輪烷的合成新策略，利用尺寸較
大，可以利用其分子內戊乙二醇部分與二級銨離子結合的大環分子，在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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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桿狀分子端點的環庚烷後，受光照而將環內的二氧化硫脫出，藉此縮小
環的尺寸，並將之內鎖於啞鈴形分子中。
(6)化學系周必泰教授團隊負責設計的跨校合作計畫，光譜量測以及理論計
算，清大化學系季昀教授團隊執行合成及元件量測，目標是達成高效率、
高穩定度的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SC)。選擇鋨金屬，然後利用雙三牙的
配位基合成最具穩定性及吸光性的鋨金屬錯合物(TF-52)。TF-52 的全色頻
譜吸收特性表現出高效能的 DSC，其電源轉換效率達(η) = 8.85％。在穩定
性的測試中，TF-52 DSC 在 60℃下以模擬陽光照射 1,000 小時後，其電源
轉換效率(η)仍維持原效率 97%的表現。是目前所知最高效率及最穩定的
鋨金屬錯合物染料。
(7)化學系陳逸聰教授及其研究團隊，以可重複使用之奈米線場效電晶體做為
生物感測器，可快速且高通量檢測蛋白間之交互作用。利用此奈米感測
器，測得鈣調素與心肌肌鈣蛋白結合時，至少需 1 µM [Ca2+]來活化其作
用；此外也驗證了鈣調素與鈣離子通道有直接且專一的交互作用。
(8)地質系沈川洲教授與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 Kristine DeLong 教授的研
究團隊合作，利用珊瑚的鍶鈣比值和獨步全球的定年測定技術，首次精確
地重建近 350 年來，南半球海水表面溫度紀錄及其氣候變化模式，並且實
臺灣降雨與南太平洋海溫驚人的關聯性。此項頂尖研究於 2012 年 6 月 24
日在國際著名的 Nature Climate Change(自然氣候變遷)期刊發表。
(9)吳俊傑教授與林依依教授等針對颱風的研究，近 3 年於學術創作有具體貢
獻。在颱風策略性(標靶)觀測、颱風資料同化、颱風(眼牆)動力、颱風與
地形交互作用、降雨機制、颱風運動、颱風與海洋交互作用研究上有具體
研究成果。無論是個人研究、領導國內研究、甚至是領導國際研究與實驗
合作(特別是 2008 年 WMO 之 T-PARC 及 2010 年之 ITOP 實驗)皆有突出
成果、在國際相關領域發揮重要影響、在國際學術及預報作業領域相當活
躍，並有實質貢獻。
(10)海洋所詹森副教授及其博士後研究員邱銘達博士之論文 Sources of
baroclinic tidal energy in the Gaoping Submarine Canyon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獲 AGU 選為 AGU Research Spotlight。
(11)心理系陳建中教授論文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face in
happy and sad facial expression classiﬁcation 於 2010 年 8 月登上 Vision
Research 封面。
(12)心理系賴文崧副教授論文 Altered brain microRNA biogenesis contributes
to phenotypic deficits in a 22q11-deletion mouse model 於 2008 年發表於
Nature genetics(Nature group)。
(13)心理系葉俊毅助理教授論文 On- and off-domains of geniculate afferents in
cat primary visual cortex.於 2008 年發表於 Nature Neuroscience(Natur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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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地理系黃誌川助理教授與文化大學大氣系游政谷教授所帶領的研究團隊，
利用高解析度雷達降雨資料分析立霧溪流域自 2000 年以來 38 場颱風降雨
事件，以了解颱風路徑、降雨分布、洪峰時間點之間的關係。研究成果在
2012 年 9 月發表在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期刊，並被評選為 Featured
Article，同時也是 AGU Journal Highlight (EOS Vol. 93 No 47)的論文。
(15)地理系黃倬英副教授研究團隊針對太平洋亞洲山地島嶼生長季開始時間
對 生 態 系 統 生 產 力 的 影 響 研 究 報 告 登 上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3, 8(4), 045030, doi ：
10.1088.1748-9326/8/4/045030)，並被英國物理學會(Institute of Physics，
IOP)的 environmentalresearchweb 網站報導。
(16) 物 理 系 陳 永 芳 教 授 研 究 成 果 Rewritable, Moldable, and Flexible
Sticker-Type Organic Memory on Arbitrary Substrates 榮 登 國 際 期 刊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2013.10.18)，並榮獲 New Scientist 網站報導
(2013.10.28)。
(17)地質系沈川洲教授研究成果 Testing the annual nature of speleothem
banding 榮登 Nature-Scientific Reports(2013.9.16)以及 Science 特別報導
(2013.9.26)。
(18)化學系陳昭岑教授共同參與之研究成果 Pregnenolone activates CLIP-170
to promote microtubule growth and cell migration 榮登國際權威期刊《自然化學生物學》(Nature Chemical Biology)(2013.8.18)。
(19) 海 洋 研 究 所 的 博 士 後 研 究 員 葉 麟 和 謝 志 豪 副 教 授 共 同 研 究 成 果
Increasing zooplankton size diversity enhances the strength of top-down
control on phytoplankton through diet niche partitioning 發表於 2013 年 3 月
號的動物生態學期刊(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20)海洋所謝志豪副教授研究成果 Predicting climate effects on Pacific sardine
榮登國際期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 2013.4.16)。
5.執行研究計畫，強化研究成果，培訓人才
理學院這些年來經由全體同仁努力，爭取許多研究經費以推展創新研究，雖
然經費額度仍然無法與先進國家相比，但已給同仁良好契機拓展豐碩成果，
並培育許多研究人才。歷年計畫數與經費見表 8。
表 8：歷年與現執行校外計畫及經費總覽
年度

98

99

101

100

102

計畫數

418

406

386

370

360

總主持人數

213

219

212

214

213

118,505

113,218

114,576

100,518

105,473

計畫總金額(萬元)

*本表依據研發處及研發資料庫提供，查詢時間：1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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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全球之定位及競爭力
理學院前一階段目標為墨爾本大學，現已有多項指標超過，下一階段目標則為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向美國名校看齊(見表 9)，朝向研究成果的質與量邁
進，希望本院各領域能與國際競爭，邁向一流與頂尖。
1.基礎科學領域
(1)數學：採取小而精的策略，積極在一些領域上與國際競爭。中期目標以日
本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為參考目標，結合國際上傑出系友的力量，促進與
鄰近大學的交流並致力於培養年輕學子，以成為亞洲頂尖數學系為重要方
向；同時思考透過與各研究中心更緊密的合作並促進研究人員之國際化，
積極吸引並培育年輕學子且加強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以建立世界一流之
數學系。
(2)物理：自 2006 年名列第 95 名進入世界百大排名，2013 進步到 88 名，每
年皆有進步，實屬不易。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粒子物
理及高能物理實驗、凝態物理理論與實驗、生物物理等方面。
(3)化學：本校化學系的研究表現居國內之首位，與國外大學相較亦不遜色。
2014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在化學領域，排名第 37 名。具有國際一流大
學之競爭優勢，化學系 SCI 論文的質與量均屬上乘、研究領域具現代化與
競爭優勢、人力合作增進師資優勢、國際交流頻繁並具有相當之國際知名
度，在這些優勢的基礎下，希望未來發展成躋身國際的一流系所。
2.地球科學領域
(1)地質：研究領域上之表現傑出與重大突破，在英國泰晤士報教育評鑑中名
列第 65 名(2012 年)。SCI 期刊論文發表數量逐年增加，領先國內其他大學
甚多。2014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在地球科學與海洋科學領域，排名第
27 名(在亞洲僅次於日本東京大學的第 13 名)。每年每人平均發表篇數，
已可與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東京大學相媲美。地質系應屬國內最
佳的地球科學系所，在亞洲之主要競爭對手仍為香港大學與東京大學，雖
幾可躋身於國際一流大學之列，但仍須向美國一流大學學習。
(2)大氣：近年突飛猛進，已成為亞洲一流大氣科學系，正持續延攬優秀人才
強化研究能量與品質，規劃未來 10 年內成為與國際並駕齊驅之一流大氣
科學系。在颱風與劇烈天氣研究方面，已深受國際肯定，與國外大學相較
絲毫不遜色，許多國際團隊(如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北京大學等)相繼
來訪取經。其他大氣科學研究領域亦持續在進展中。
(3)海洋：與世界知名海洋學府(如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 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或東京大學海洋研究所)相較，人力與資源皆較少，研究
經費則尚屬充裕，單位研究人力的著作發表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海洋研究
機構相比至少在中等以上。海洋物理相關的海上觀測技術受到美國頂尖海
洋研究機構，及美國海軍研究室的肯定，已長期執行雙方合作計畫多年。
海洋化學組對於社會共同關心的環境污染防治與偵測也多有貢獻，已發展
出多項水質分析專利。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組研究則以美國華盛頓大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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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圖校區的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研究群為近期發展目標。海洋生物及漁業
組未來發展以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 Sripps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之
海洋生物及生物海洋學領域為指標。
3.社會科學領域
(1)心理系：心理系不同領域之學者從學術的國際與本土考量發展特色，目前
在本土心理學的發展上獨樹一幟，以華人研究為核心，取得醒目的成果。
分為三大學組 7 個次領域：
A.Abnorm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包含著重於精神異常症狀的神經機制
探討之臨床心理學，以及診斷、病理及治療，企圖建立統合之臨床心理
學理論。
B.Basic Psychology：包含認知與知覺心理學、生物心理學、發展心理學。
C.Cultural, Social and Differential Psychology：包含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工
商心理學、計量心理學。
(2)地理系： 2012 年在 QS「世界大學學門排名」藝術與人文領域之地理學
門(Arts & Humanities - Geography)排名躍升為第 17 名。在亞洲地區的排名
表現僅次於新加坡大學和東京大學，成為兩岸四地排名第一的地理學系。
表 9：標竿學校一覽表
類別

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
與醫學

自然科學

心理學

地理學

領域
學校

化學

地球與
海洋科學

數學

物理與
天文學

臺灣大學

37

27

51-100

51-100

151-200

151-200

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

47

11

33

29

44

-

京都大學

13

34

29

21

101-150

101-150

東京大學

9

13

23

9

51-100

48

北京大學

15

44

30

32

48

51-100

伊利諾大學香檳
分校

21

51-100

43

22

23

51-100

UCLA

10

10

8

20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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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弱勢(Weaknesses)

1.悠久的歷史與名聲，學術氛圍濃郁，同
仁熱中教學研究；資源豐富，吸引臺灣
最優秀的年輕人。
2.在各研究成果量化指標上，逐年提升，
亦屢獲國內外肯定；部分領域已躍升國
際舞台，各領域論文排名提升。
3.延攬傑出人才漸有斬獲，具國際競爭力
團隊建立已具雛形。
4.臺大領域完整，有利校內外跨領域及與

1.空間需求是最大困境。研究空間仍不符
發展需要，有礙人才延攬、設備擴充與
跨領域研究中心之成立。
2.薪資結構受限，待遇遠低於國際與社
會，難以競爭一流人才。
3.電費分攤政策影響各系所管理費支應系
所發展之所需。
4.授課負擔偏高，影響教學品質與研究表
現之兼顧。

中研院等單位合作。
5.執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有成，創造追求
學術卓越之契機。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追求學術卓越之理念與價值觀，已逐漸 1.基礎科學研究人才存在世代交替斷層。
確立。
2.日本、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地區，在
2.資源條件逐漸改善中，有助學術表現之
基礎科學人才延攬非常積極，因此在部
再提升。
分領域爭取人才不易。
3.空間部分，數理化基礎科學空間改善， 3.在臺灣同為研究型大學之清華大學、交
有助於相關領域人才延攬與發展。
通大學、成功大學在對新人延攬及現有
4.主題漸著重於全球重大議題(環境、能
人才激勵面之制度較有彈性。面臨中生
源、醫藥與奈米材料等)，已展現國際能
代優秀人才被挖角的威脅。
見度。
4.缺乏優良環境與淘汰制度，需避免惡性
循環。
5.國際化腳步仍有待加強。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本校理學院擁有豐富的圖書期刊與最先進的儀器設備，其培育的高級科學研究
人才和科學教育、科技實務的工作人員遍布我國基礎科學、地球科學、人文社會科
學等學門，在教學、研究與實務的各個單位。此種傳統將持續傳承，並且未來 5 年
在此基礎上，尋求建立優質學術平台，培育高級科學研究人才，追求學術卓越，爭
取亞洲第一，邁向國際一流。

(一)教學發展計畫及目標
1.積極延攬師資，使聘任專任教師達 95%員額，同時減少招收 100 名大學生，
如此可使生師比達 12.5：1 之目標，有效提升教學品質，降低老師授課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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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藉由課程委員會檢討與系所評鑑做法，定期評估高階基礎科學課程與通識的
開授，擬定新課程方向。開設跨領域學程或學位，符合時代需要，強化教學
品質，培育科學人才。
3.辦理基礎學科之認證考試，讓有能力的學生能有更多時間著力於高階課程。
大力推展共同服務性課程統一教學。
4.籌建地球科學大樓，以及心理系側館與思亮館部分改建、宇宙學中心大樓新
建、海洋所及全變中心改建、學生實驗教學大樓之興建，以改善空間。

(二)研究發展計畫及目標
1.以美國為短程跟進目標，期能在研究成果 3 年達到此水平。雖然理學院在論
文的數量已超越墨爾本大學，但是在論文品質的方面仍需要提升，因此設定
此目標，確定可以協助各領域邁向國際一流、提升國際學術影響力。
2.持續發展既有研究領域，並鼓勵創新而重要之議題研究，爭取跨國合作，參
與國際研究團隊，改善資源條件，開創新研究領域。
3.推動跨領域合作與新領域開發，並提升論文品質，改進各項論文發表指標年
增率。
4.建請校方籌措經費，更新老舊設備及提供足夠空間，以提供師生足夠研究資
源及良好研究環境。
5 推動「海研一號」研究船更新計畫，規劃建造新研究船，並訂定合於時宜的
研究船管理辦法，以維持高品質海域觀測作業能量。
6.維持貴儀中心穩定之測定費收入以達永續經營。
7.創立研究中心與單位：建置地球科學共用儀器平台、大分子結構分析與顯微
技術中心。
8.爭取國家理論科學中心主計畫下階段設於本校。
9.未來 5 年可突破之研究領域
(1)高能與天文物理。
(2)奈米科學的基礎探討與創新運用。
(3)地球環境變遷研究。
(4)分子影像檢測與應用。
(5)數論與代數幾何。
(6)劇烈天氣、氣候/地球系統與大氣環境研究。
(7)海洋物理、海洋化學與海洋生物/生態研究。
(8)認知科學與華人心理學。

(三)國際化及建教合作發展計畫及目標
1.營造優質研究環境與制度，營造優質環境及制度，吸引國際生、陸生與國際
知名人士來臺學習，參與研究，增進互動研習之機會。
2.鼓勵師生參與國外交流、互訪，給予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更多參與國際活動
的機會，並開授合作課程進行教學合作，營造國際化的教學環境，以培養其
國際觀並鼓勵其從事世界前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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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及深化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研究，鼓勵爭取跨國研究中心，提高國際能
見度，以期能有多元文化刺激，使同學具備國際思維，增進全球觀點，強化
國際競爭力。
4.協助建立學生與業界間的橋梁，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各個面向。
5.加強建教合作及產業合作計畫，鼓勵師生參與校內外之服務，輔導與培養學
生職涯能力。

四、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一)教學策略及執行方式
積極延攬師資，使整體生師比達 12.5：1，提升教學成效，並延攬優秀人才參
與研究及教學工作。招收優秀學生，持續改善教學設施與教學方式，確保教學
品質精進。對於傑出人才，將依照本校教授之彈性薪資作法，竭力延攬，執行
方式如下：
1.增聘教師，拓展研究與開創新教學領域，落實再評鑑制度
(1)系所增聘人員依據系評鑑建議，規劃 5 年中程計畫，由院監督執行，確保
系所延攬一流人才。理學院內部之教師員額流通做法行之有年，爾後將持
續推動，使各系所增聘優秀人員做法更具彈性。
(2)基礎科學系所將持續爭取員額，以擴充基礎科學教學師資。
(3)聘任專業教師與實務教師，協助開設特殊領域與實務經驗之教學。
(4)依據本校相關辦法，確實執行再評鑑與教師升等制度。此制度已經執行 8
年，理學院同仁均接受過評鑑，目前已有初步成效，爾後將更嚴格執行，
並對執行辦法做適時檢討及改善，期能建立優質學術文化的價值觀。
2.改進共同服務性課程與強化專業領域教學
(1)持續落實「大班教學、小班輔導」，同時建立教學助理制度與課程網頁平
台設置，協助教學。在師資方面，增聘專業教師與兼任教師，協助教學。
對於全校性共同科目之教學逐年調整與標準化，並且藉由科學教育發展中
心的協助進行評估檢討。
(2)參酌教育部評鑑、系所評鑑與學生評鑑的意見，加上系所課程結構之更新
或調整，重新擬訂課程內涵，對於學士班學生的基礎課程，採嚴格之要求，
確立學生具備紮實的根基，而研究所課程，則採宏觀視野之教學內涵，使
研究生有更宏觀的學習。理學院各系所近幾年均有大幅課程重整，以因應
潮流，爾後將督導各系所逐年檢討課程開設，並併入教學評鑑項目。
3.延攬優秀學生、培養具宏觀視野之科學人才
針對各研究所之招生，將更積極邀請學生認識本校的研究團隊與研究成果，
並且提供獎助學金、教學助理津貼，以吸引學生，期能招攬優秀學生，參與
傑出研究課題，期望給予學生最優質、最有挑戰的研究環境，培養成為國家
社會之領導人才。持續參與大學博覽會與其他相關活動，吸引學生入學。精
進博士班質與量，延攬優秀外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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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式，以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1)主動安排教師討論、交流及學習教學改進的活動及機會。
(2)善用新科技如即時回饋系統及網路資源等，以輔助教學及增進學習成效。
(3)進行如翻轉教室，重新安排題材順序等教學實驗，並錄影記錄及示範實驗
結果。規劃選擇部分班級或課程進行實驗，若成效良好，將再進一步推廣。

(二)研究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持續推動跨領域合作與新領域開發，提升論文品質，追求各項論文發表及成果
指標年增率。爭取資源設置儀器中心，以充實先進設備與圖書資料庫。配合領
域發展，新增研究空間與增設研究單位。
1.系所研究教學空間改善
(1)心理系側館已在規劃中，地球科學相關系所館舍老舊，研究中心缺乏空
間，學生實驗空間不足，影響運作。
(2)思亮館學生實驗教學大樓之興建。
(3)地球科學大樓興建。
(4)心理系側館之興建。
2.強化研究單位/國家級中心運作，協助教學與研究
(1)設立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於 102 學年度成立碩士
班，並已進行招生。
(2)由新設中心推動系所的研究活動，增進各相關子領域之合作與整合，其中
包含化學系成立大分子與單分子量測中心、高解析核磁共振儀中心、基礎
理論發展中心、新能源與材料設計合成中心；心理系推動成立本土心理學
研究中心、大氣系推動大氣資料中心與物理系推動分子理論計算中心等。
(3)強化現有中心之運作。
(4)利用中心研究人員協助基礎科學教學，減低基礎科學共同教學負擔。
(5)積極爭取國家理論科學中心為校級研究中心，所屬相關計畫由理學院相關
系所執行。
(6)貴儀中心配合儀器多元性與互補性，規劃建立核心實驗室，發揮儀器最大
效用。
3.充實研究設備與圖書資訊
(1)經由研究中心運作，添購先進儀器，如超高磁場核磁共振儀、加速質譜儀、
高解析及有低溫操作功能之穿透式及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等。
(2)建立地質、海洋與空間大型資料庫及其應用分析平台，和國際伙伴機構達
到教學與研究交流的雙邊互惠與互有。
(3)持續維護海研一號研究船軟、硬體的正常運作，並積極規劃和爭取經費建
造新研究船以取代海研一號，延續海洋探測的領先優勢。
(4)擴充自然領域與地理資訊科學的教學研究設備，建構一手資料調查體系。
(5)增進人文地理學核心館藏。
(6)建立全球變遷資料庫與資料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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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合校方/院方研究方向，積極向科技部申請新購與運作計畫經費；開發
更便利的線上預約及收費系統，更方便使用者使用。
4.開創新興領域研究，追求研究成果質與量
(1)積極再提升研究領導性以及論文主題之前緣性。
(2)支持院內系所教師間，與校內其他單位及中研院、工研院及其他學術與研
發機構等合作研究與互動。
(3)鼓勵跨領域研究，藉以開創新的研究課題，而研究課題上也將與跨學院的
團隊共同開發，以擴大研究成果的效益。
(4)推動與國外團隊合作跨領域研究，以彌補人力不足、學習跨領域知識，並
解決跨領域分工。
(5)潮流所趨，人類未來將面臨課題所引發的研究領域可區分四大區塊：環
境、能源、醫藥與奈米材料等大方向。例如永續與能源課題，乃是未來 5
年國家大型計畫之推動方向，理學院各相關領域也將積極參與，並研擬跨
領域合作，期能創造出新的構想與方案。相關研究課題包括：臺灣西南海
域天然氣水合物能源資源調查與評估、臺灣地體動力研究計畫、心智神經
科學、老人心理學研究、跨國生活滿意度研究、天然氣水合物研究、黑潮
發電、高能物理實驗與粒子物理理論、宇宙背景幅射測量、微中子天文學、
尖端凝態物理、原子分子與光學物理、奈米光學、化學生物學領域、功能
性材料之設計與合成、生醫化學與科技、分子結構與影像技術、永續科技、
劇烈天氣、氣候變遷與地球系統研究等。
5.與中研院成立策略聯盟，推展跨學院、跨國研究計畫
醉月湖畔區域，基礎科學系所的系館鄰立，有利這些系所的研究合作。而中
研院天文物理、數學與原分所也在相鄰之處，提供一個形成研究策略聯盟(或
自然科學高等研究院)契機，使大家共同開創新興整合研究。
本校 2701 次行政會議(101.1.17)修正通過理學院「醉月湖科學整合平台─創新
性合作計畫補助要點」，並於同年 4 月正式執行，截至 103 年 4 月 30 日止，
已有 13 個計畫申請通過執行。

(三)強化學生事務與輔導，系友連絡策略及執行方式
1.校學生輔導作業：落實導師制度、有效運用學校心理輔導中心等資源。
2.畢業生聯繫與動態追蹤措施：建立各系所校友/系友資料庫，每年掌握畢業學
生資料並建檔，由負責人員逐年更新與追蹤學生資料。對於各系友會，建立
活躍之社群網路平台以強化活動能量，每年亦召開聚會，維持正常的運作。
3.理學院電子報與年報：理學院電子報每年出刊 4 期，每期均報導學生相關活
動事務，年報則每 2 年出刊一次。
4.理學院各系所系友已在先進國家/地區擔任教授/研究人員的學術聯絡網：透過
系友學術聯絡網媒合優質研究人力回國服務或提供博士生至國外研習機會。
5.理學院各系所系友在國際與臺灣工商與企業界聯絡網：透過系友在企業界的
聯絡網絡，擴展本院畢業生就業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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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行政效率之策略及執行方式
1.企業化管理，分層負責，確保行政品質與效率。
2.營造師生員工間和諧互動氛圍，建立優質夥伴關係：理學院除定期舉辦教職
員工慶生會活動外，並與電資學院、工學院每半年共同舉辦聯合慶生會，提
供院內與跨院同仁間交流聯誼管道，營造和諧互動氛圍。
3.激勵與獎勵職員工：每年推薦選拔績優職員工，並依工作績效核予工作績效
獎勵，提升同仁工作士氣。

(五)國際化及建教合作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1.國際化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1)推動跨國研究合作及整合：國際合作獲得更好的研究結果，乃是時勢所
趨。理學院各領域過去已執行許多計畫，目前則有包含 11 個國家、27 個
國際合作計畫正在執行，且成效良好。未來將利用研究團隊或領域之策略
聯盟，持續推展研究課題。短期內與持續性執行的研究包含臺灣地體動力
研究計畫、臺灣高山地形發育研究、藏彝走廊的生態環境、族群與未來發
展、南太平洋島嶼研究調查、颱風及東亞氣候研究、能源開發、醫學分析
技術檢測、大分子偵測與分析、奈米反應器材料等。
(2)加強與國際大學間之學術交流，鼓勵優秀學生出國長期研習或攻讀雙(聯)
學位學程。鼓勵並規劃學生出國研習、參與交換學生計畫、中短期課程或
研究訪問，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3)鼓勵教師及學生參與國際會議，投入國際學術發表，建立和國際學者的合
作管道，積極宣揚臺大聲譽。
(4)爭取主辦或協辦國際學術會議或活動。
(5)推動國內外學程和學位互認制度。
(6)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訪演講或開授短期英語授課課程。
(7)積極強化國際學術交流，提升國際能見度及聲譽，吸引優秀外籍生，提高
英語授課比例。
(8)鼓勵並提升研究生英文寫作能力，如設立獎學金及開設相關英語論文寫作
課程。
(9)鼓勵年輕教研人員赴國外長短期研究。
2.建教合作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1)鼓勵及協助學生至業界實習。
(2)培養具觀測儀器及數值模擬與資訊專長的技術人力。
(3)課程內容力求與科技發展及業界趨勢結合。邀請畢業校友或業界人士分享
職涯座談。
(4)跨足企業合作，提供服務並獲取學術贊助金。
(5)增加校內外服務人次，跨大對外服務對象，建立良好聯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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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構社會影響力
理學院同仁除積極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外，各教師依其專長，亦積極參與國內
外相關學術組織活動與協助政府，包括中央研究院、考試院、教育部、科技部、
經濟部、環保署、海巡署、農委會、縣市政府等、與社會(財團法人、公民營
機構)推動專業服務，增進在社會的影響力。
1.參與國內各學會、組織與機構，提供專業諮詢。
2.研究成果應用產業化。

五、預期效益
依據前述發展策略執行此中程計畫預期達成效益見表 10。
表 10：預期效益一覽表
項目

策略

預期效益

教學

1.增聘教師，落實再評鑑制度
1.生師比達 12.5：1，提升研究
2.改進共同服務性課程與強化專業
及教學工作
領域教學
2.提升學生的核心能力，提供
3.延攬優秀學生、培養具宏觀視野之
學生更扎實的訓練，提高競
科學人才
爭力，促成多元發展
3.吸引優秀學生，參與傑出研
究課題，培養成為國家社會
之領導人才

研究發展

1.系所研究教學空間改善
2.增設研究單位或中心運作，協助教
學與研究
3.充實研究設備與圖書資訊
4.開創新興領域研究，追求研究成果
質與量
5.與中研院成立策略聯盟，推展跨學
院、跨國研究計畫
6.鼓勵教師組成研究團隊，爭取大型
持續的研究計畫及經費

1.提升研究能量。
2.改善研究環境。
3.創造亮眼研究成果。
4.形塑研究群，強化研究成效。

建教合作

1.鼓勵及協助學生至業界實習
2.培養具觀測儀器及數值模擬與資
訊專長的技術人力
3.課程內容力求與科技發展及業界
趨勢結合。邀請畢業校友或業界人
士分享職涯座談
4.跨足企業合作，提供服務並獲取學

1.強化學生職涯能力培養
2.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各種
面相及更寬廣的就業出路
3.跨足企業合作，提供服務並
獲取學術贊助金
4.校內外服務人次增加，對外服
務對象擴大，建立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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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策略

預期效益

術贊助金
5.全變中心與政府相關部門合
5.增加校內外服務人次，跨大對外服
作辦理論壇、研討會、訓練
務對象，建立良好關係
班、工作坊
國際化

1.加強與國際大學之學術交流，鼓勵
優秀學生出國長期研習或攻讀雙
學位學程。鼓勵並規劃學生出國研
習、參與交換學生計畫、中短期課
程或研究訪問，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2.鼓勵教師及學生參與國際會議，投
入國際學術發表，建立和國際學者

1.提升國際定位及能見度
2.增加國際交流與未來發展
3.擴大師生國際事業
4.外籍生人數提升及英語授課
課程數增加
5.增加學生之國際交流經驗，
提高其競爭力

的合作管道
3.爭取主辦或協辦國際學術會議或
活動
4.推動國內外學程和學位互認制度。
5.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訪演講或開
授短期英語授課課程
6.積極強化國際學術交流，提升國際
能見度及聲譽，吸引優秀外籍生，
提高英語授課比例
7. 鼓 勵 並 提 升 研 究 生 英 文 寫 作 能
力，如設立獎學金及開設相關英語
論文寫作課程
8.鼓勵年輕教研人員赴國外長短期
研究

六、考評
對於中程計畫之執行，未來將在院系所主管會議進行檢討，適時修正執行進度
與方式，並將逐年依據各系所情況做調整，提交理學院諮議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與
實質審查，必要時將進行外部審查。依據審查結果，修正計畫執行策略，並於院務
會議報告；計畫執行將參酌系所評鑑結果，適時併入計畫之修正與執行。計畫考評
與未來 5 年成果指標分別如表 11 及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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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考評一覽表
項目

預期效益

考評(KPI)

教學

1.降低生師比，提升研究及教學工作
2.提升學生的核心能力，提供學生更
紮實的訓練，提高競爭力，促成多
元發展
3.吸引優秀學生，參與傑出研究課
題，培養成為國家社會之領導人才

1.教師員額使用率
2.學生人數
3.生師比
4.註冊率
5.英語授課課程數

研究發展

1.提升研究能量
2.改善研究環境

1.SCI 論文數
2.各類計畫件數

3.創造亮眼研究成果
4.形塑研究群，強化研究成效

3.國內外重要期刊編輯人數
4.國內外重要得獎項
5.爭取國家理論科學中心設於
本校，及其成果評估

建教合作

1.培養學生職涯能力
2.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各種面相
及更寬廣的就業出路
3.跨足企業合作，提供服務並獲取學
術贊助金
4.校內外服務人次增加，對外服務對
象擴大，建立良好關係

1.邀請業界專業人士演講、徵
才
2.實習及實察課程教學
3.統計及分析畢業學生未來發
展狀況
4.全變中心舉辦之研習班、工
作坊、論壇等辦理次數

5.全變中心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辦
理論壇、研討會、訓練班、工作坊
國際化

1.提升國際定位及能見度
2.增加國際交流與未來發展
3.擴大師生國際事業
4.外籍生人數提升及英語授課課程
數增加
5.增加學生之國際交流經驗，提高其
競爭力

1.國外學者來訪人次
2.國際重要學會士
3.國內外院士人數
4.外籍生人數
5.交換生、學生中短期研習人
數
6.攻讀雙聯學位之學生數
7.合作協定數
8.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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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未來 5 年成果指標
2013 年

2 年(2015 年)目標值

5 年(2018 年)目標值

就讀學位國際生數

49

50

60

學生出國出席國際
會議

216

245

260

新進教師人數

11

13

15

論文(SCI、SSCI、
A&HCI)篇數

1,107

1,150

1,200

校友獲中研院院士
累計人次

49

52

60

校友獲國外院士累
計人次

54

57

65

科技部傑出獎人次

24
(98-102)

8
(103-104)

24
(103-107)

22
(98-102)

9
(103-104)

25
(103-107)

科技部計畫件數

298

310

330

科技部計畫金額
(仟元)

909,910

940,000

1,000,000

校外除科技部其他
計畫

67

70

75

校外除科技部其他
計畫(仟元)

145,589

150,440

160,150

專任教師獲國內外
(註 1)

重要獎項

註 1：包含總統科學獎、教育部國家講座、教育部學術獎、TWAS 年輕學者獎、TWAS
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創
新獎及其他相關國內外獎項。
註 2：未特別標示則為當年度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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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社會科學院

教學單位

政
治
學
系

經
濟
學
系

社
會
學
系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研究單位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所

新
聞
研
究
所

公
共
事
務
研
究
所

中
國
大
陸
研
究
中
心

公
共
經
濟
研
究
中
心

風
險
社
會
與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客
家
研
究
中
心

東
亞
民
主
研
究
中
心

本校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與法律學院原合稱法學院，97 年教育部同意
分設 2 院，並於 88 學年度起正式分為「社會科學院」及「法律學院」
。社科院目前
有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和社會工作學系等 4 個系所合一的教學單位；以
及國家發展研究所、新聞研究所、公共事務研究所等 3 個獨立研究所。其中，獨立
所部分，新聞研究所和公共事務研究所僅招收碩士生，國家發展研究所則還開辦博
士班。此外，本校社科院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及國家發展研究所等，另均開辦碩士
在職專班，以配合近年來政府終身學習和進修之理念。
本校社科院之教育理念為：「積極培育具專業知識、獨立思考、健全品格、人
文關懷與國際視野的社會科學優秀人才，提升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或專業實務，增
進國家發展與人類福祉」
。在大學部教育方面，培育政治、經濟、社會、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等相關領域專業人才。另面對社會轉趨多元化的潮流，單一學科的知識已
不足以因應瞬息萬變的環境，本校社科院亦推動及善用院內跨領域之特色，結合本
校他院具同質性之系所進行跨領域以及科際整合研究，並規劃推動跨領域課程(學
程)，提供學生更完整的學習環境。在研究所方面，則致力於高深學術探討與培育
高級研究人才，質量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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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社科院的學術研究與教學除了理論的探討和建構之外，亦積極進行實證研
究，投入對攸關國家與社會發展的議題與政策的研究，使理論能與實務相結合，增
加學術研究的應用價值，期使本校社科院所培育之學生成為社會中堅。
本校社科院之總體目標有二：
(一)成為華人世界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重鎮；
(二)發展成為亞洲各大學在社會科學研究與教學的領導地位。
據此，本校社科院的 5 年中程規劃，即是以前述兩目標作為遠程目標，在未來
的 5 年，逐步就教學、研究和國際化等項目，分別設定近程、中程目標，並規劃發
展策略和執行方式，期使最終能實現該二總體目標。

二、現況說明
(一)教學
依本校社科院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人力資源調查，有專任教師 137 人(含
11 名與中研院合聘之教授。其中，教授有 81 名、副教授有 31 名、助理教授
25 名)。另有兼任教師 122 名(含實務教師 21 名)。學生人數包括大學部和研究
所(含碩、博士生及碩士在職專班)，在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合計有 3,062 人。
依教育部規定，一般大學之生師比應低於 32，日間學制則應低於 25；又依本
校「組織規模及發展規劃準則」
，本校生師比應以 15 為上限。依前揭人數計算
(碩士班學生和博士班學生分別加權 2 倍和 3 倍；兼任教師則以 4 名折算 1 名
專任計)，本校社科院的生師比為 27.13，雖低於一般大學，然因社科院並無進
修推廣部，故仍高於日間學制的生師比，遑論本校準則。
在目前全校教師總量管制下，要透過擴增師資員額以改善生師比有其難度。當
然，教師人數的絕對值以及生師比等量化指標，尚不足以判斷本校社科院教師
結構應如何進一步調整。唯有將學生的學習效果納入評量，應才是比較務實的
指標。茲以本校的學生教學意見調查作為學生學習過程、需求和成效的評量指
標，則自 99 學年度以迄 101 學年度，已經連續 3 個學年度，本校社科院平均
評鑑值大於、等於 4 課程數比率，均高於全校平均(99 學年度社科院該數值為
85.61%，全校平均 83.29%；100 學年度社科院該數值為 88.79%，全校平均
87.70%；101 學年度社科院該數值為 87.01%，全校平均 85.08%)。該指標雖未
能完全反映學生之學習效果，但由學生之滿意度，可知本校社科院之教學品質
應是頗具信賴。
當然，由於不少本校他學院選擇以社科院之學系作為輔系、雙主修之人數眾
多，特別是近年來臺灣政經社發展和變遷快速，讓不少學生對政經社議題趨之
若鶩，故輔系和雙主修人數穩定增長；加諸社科院不少學系有開放跨校選課和
修習，又需兼顧全校性通識教育課程與外系之課程，長期而言難免影響教學品
質與學術研究。特別是社科院有不少課程係屬基礎性課程，或因與社會脈動相
關，吸引不少學生修習，對本校博雅教育(即所謂的通才素質教育，旨在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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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基本知識、獨立思考和品德教育)貢獻卓著。舉例而言，社會學系所開
設之社會學課程，總修課人數在近年皆每年達千人以上，平均每 3.5 位本校學
生，就有 1 名在校就讀期間修過社會學導論。雖然近年來已陸續落實限制雙
修、輔系的人數，以及相關課程以更多班的形式開授，避免課程湧入過多學生
而增加教師教學負擔和影響教學品質；或者重新規劃專業必修核心課程，以減
少班次和深化課程內容並行的方式，減輕授課教師負擔；又或在多班開授的基
礎必修課程部分，授課教師間強化事前的規劃和協調，確保授課內容和品質得
盡可能地趨於一致，綜合提升教學成效。然而無論如何，本校社科院的專任教
師總員額被凍結，學生對於社科領域的學習相當踴躍，供給和需求似有失調之
虞。如何維繫教學品質並能兼顧研究和服務，將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此外，本校社科院教師的教學貢獻，非限於課堂內的講授。茲以新聞研究所為
例，其於所館設置的新聞攝影棚，設備一應俱全，加諸設置講座以延聘卓越新
聞獎項得獎者或專案教師駐所給予實務指導，再由該所師生提升完善的實務操
作技術以及訓練、諮詢，配合器材、設備和場地的支援，對於提升本校教學和
研究品質，貢獻卓著。此外，該所師生與本校出版中心合作編輯和出版《臺大
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
《臺大科學家的研究故事》等系列報導，對於啟發本校
師生追求卓越教學、研究等，貢獻亦不容小覷。其他系所亦有若干科目被列入
本校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 Ware)，對於教學資源共享、善盡本校社會責任
等目標，均貢獻良多。

(二)研究
1.學術研究成果
(1)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本校社科院近年來不但努力追求 SCI、SSCI、A&HCI
等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更認真講求學術品質之提升，以近 5 年(2009 至
2013 年)刊登於 JCR 所收錄期刊之 5-year impact factor 前 15%所占比例，
分別是 10.47%、14.29%、13.46%、14.94%，以及 18.75%；刊登於 JCR 所
收錄期刊之 5-year impact factor 前 40%所占比例，分別是 33.72%、45.05%、
45.19%、48.28%，以及 49.38%。雖然刊登在這些有納入索引資料庫的論
文總量，於近年來有下滑的趨勢，然而具有高影響力的論文，所占論文總
數之比例則持續提升。這顯示本校社科院近年來追求的研究質量兼具之目
標，已陸續顯露成效。由於要刊登於這些傑出期刊，勢必要經過更嚴謹之
審查，故出版速度難免受到影響。然而社科院追求研究質量提升之目標仍
不變，以期綜合提升社科院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2)其他期刊論文發表：除發表在國際期刊，本校社科院亦有多篇論文發表於
TSSCI，近 5 年(2009-2013 年)分別有 33、28、58、49，以及 44 篇論文刊
登於 TSSCI 期刊。此外，另有多篇論文發表於 SCI、SSCI 和 TSSCI 以外
的期刊。這些期刊論文雖非屬 SCI、TSSCU，但其實仍有若干篇收錄於其
他 索 引 資 料 庫 ， 例 如 EconLit 、 Engineering Index 、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Law、臺灣人文學引用文獻資料庫等索引等，這些索引資料

193

【參之十五、社會科學院】

庫所收錄之期刊亦有其標準，故論文品質在相關領域應可確保其品質。事
實上，SCI/SSCI 僅是眾多索引資料庫的其中一家而已。對社科院而言，
重點還是在於研究成果能夠提升其國際能見度，讓國際研究社群願意與本
校社科院開展更多的合作和交流。
(3)專書、專書專章出版：社科院鼓勵教師積極投入研究與發表國際學術論
文，以促進社科院成為世界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研究重鎮之一。另鑑於專
書、專書專章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其特殊價值和重要貢獻，社科院教
師所出版之專書、專書專章絕大多數均有經過審查制度，且不少係由國際
傑出的學術出版社或大學出版社出版，例如 Palgrave、Routled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Duke University Press 等；除歐美出版社外，本校社科院
亦有不少著作在中國大陸出版，例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
社等，均為中國大陸地區相當知名的學術出版社，對於拓展臺灣對中國大
陸的學術和政策影響力，均貢獻卓著。除學術出版外，本校社科院教師的
專書、專書專章，亦包專題報導、政策報告等，內容相當多元。這些出版
雖非學術性，訴諸的讀者也非以學界為限，但均以紮實的學術訓練為基
礎，凸顯社科院成果之廣泛影響力。
2.國際期刊出版
(1)Pacific Economic Review：為本校社科院自 2007 年開始與香港城市大學合
作之國際期刊，已正式收錄於 SSCI 之列，並由國際知名出版公司 Blackwell
Publishing Asia Pty. Ltd 出版。該期刊每年發行 5 期，由本校社科院統籌其
中第 4 期之編輯。
(2)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自 2007 年由本校社科院
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主編及出版，同時也由該年以降，由原本每年發行 2
期，改為每年發行 3 期。該期刊已於 2010 年正式收錄於 SSCI 期刊之列，
為全國第 4 本進入 SSCI 的期刊，在會計方面更是全球第 7 本 SSCI 期刊。
每年出版 3 期。自 2012 年開始與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團簽訂出版合約，
以提升 APJAE 出版品質與知名度。隨著知名度提升，稿量增加，自 2013
年已改為季刊。
(3)Asian Ethnicity：創刊於 2000 年，最早係由澳洲的 Griffith Business School
的 Colin Mackerras 教授擔任主編，並由國際知名的 Routledge 出版社出
版。自 2008 年起正式移轉到本校社科院政治學系，由政治學系石之瑜教
授擔任主編。該期刊近年來的出版日益穩定，自 2012 年由原本的每年發
行 3 期改為季刊。
(4)《經濟論文叢刊》(Taiwan Economic Review)：自本期刊的第 38 卷第 3 期
起，該期刊所出版之論文，皆可自 ProQuest 取得索引。另外，該期刊也
正與 Scopus 洽談合作，該資料庫乃全球規模最龐大者，期使未來能夠收
錄，進一步拓展其國際能見度，開展與國際研究社群更豐富的對話。
(5)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創刊號
於 2007 年出版，之後以一年 4 期之形式定期出版。早期由國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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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出版，自 2011 年改由美國 Duk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該期刊於
2013 年 1 月起，改由曾任副主編的本校社科院社會學系吳嘉苓副教授接
任主編 一職 。該 期刊 目前已 納入 之學 術索 引包括 ： Academic Search
International、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Scopus、SocINDEX、Summon
by Serial Solutions 等。未來將持續策劃新專輯，持續深化國際交流，提高
在國際研究社群的知名度和和能見度，進而增加獨立投稿比例，以期未來
能夠納入 SSCI 期刊。
3.其他學術期刊出版
本校社科院有《政治科學論叢》
、
《經濟論文叢刊》
、
《臺灣社會學》
、
《臺大社
會工作學刊》等 4 本期刊已收錄於 TSSCI 之列。另有《國家發展研究》
、
《臺
大新聞論壇》等期刊出版。
4.學術榮譽
在學術研究方面，本校社科院成果優異，略舉近 3 年校外重要學術研究獎項
有：經濟學系林明仁教授、王道一副教授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
獎；經濟學系李怡庭教授獲教育部國家講座；經濟學系林明仁教授、王道一
副教授、蔡崇聖副教授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經濟學系劉錦添教授獲
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經濟學系黃貞穎教授、王泓仁教授、駱明慶教授、
李怡庭教授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5.學術活動
本校社科院鼓勵教師進行各項教學、研究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組織、舉
辦學術研討會，以及擔任國際期刊之主編或編輯等，以非常多元的形式投入
學術研究。這些活動和投入不僅能夠提升社科院聲譽，也因過程中得與國際
研究社群對話和開展合作，得以確保社科院的教學和研究能夠與時俱進。
6.科技部(原國科會)與企業界(含公民營機構及政府)之委託研究
102 年本校社科院計有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 115 件，核定總額為 91,693,065
元。教育部等各級政府機關專案或其他類型計畫 7 件，核定總額為 5,783,774
元。建教合作等計畫 17 件，核定總金額為 21,957,200 元。總計 139 件，共
119,434,039 元。以上的外部經費總金額較 101 年成長。值此經濟特別不景氣
之際，公部門多將資源挹注於擴大內需，減少對科研的支持，加諸科技部審
查申請案件的標準轉趨嚴格，但本校社科院獲准之件數仍維持穩健，顯示在
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同時，與科技部等公部門仍保持密切之合作關係，
讓本校社科院的研究成果得以持續地回饋實務。

(三)推動國際化
本校社科院在近年來積極與海外頂尖學府簽訂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合約，
目的在於達成本校所設定之大學部學生在其就學期間，至少有三分之一比例者
具有海外短期交流經驗。作法係將過往的母約，轉換為內容更具體之交換學生
合約；或者透過教師協助牽線，建立新的交換學生合約。截至 102 年底，本校
社科院已經與逾 20 個海外校院建立姊妹校合作，每年可以薦送赴海外研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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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已逾 60 個。包括標竿學校東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均已建立姊妹
校關係，讓本校社科院有最接近的管道得參酌其發展經驗。
另囿於經費，難以讓所有學生均有海外短期交流經驗。加諸所建立的交換學生
合約，其原則在於維持平衡，亦即出國交換和來校交換的人數，應於合約效期
內達成平衡。故本校社科院亦積極打造國際化的教學研究環境，近年來提出諸
多誘因，鼓勵教師英語授課，提升海外學生前來社科院研修之興趣和意願。同
時也透過設置外籍學生獎學金等措施，吸引海外學生前來就讀。讓無法出國的
學生亦可在校園內與其他文化的學生交流，拓展前者的視野。
慮及本校社科院專任教師目前的教學負擔已相當沈重，在短期內要再持續增加
英語授課，有其難度。因此積極整合社科院的研究專長和領域，積極規劃東亞
研究學程。該學程乃一全英語授課的學分學程，分為東亞政治、東亞經濟、東
亞社會、東亞文化與文明，以及東亞法制等 5 個領域。期使在一整體性、系統
性的規劃下，教師得以將其既有的研究專長和教材直接轉化為英語授課，如此
較能減輕其授課負擔而提升其英語授課意願；對海外的學生而言，由於有一整
合性的課程，存在較聚焦之研修方向，也會較有意願前來本校社科院就讀或交
換。該學程規劃將於 103 學年度正式招生。由於受限於師資員額無法擴增，因
此既有的與東亞相關課程，可能還是以東北亞和中國大陸居多數；期許未來能
夠遴聘兼任教師、實務教師，將授課的範圍擴及至東南亞，讓整個東亞研究學
程的內容更多元和豐富，提供學生更充裕的課程選項。
海外實習制度亦為本校社科院近年來積極支持的國際化項目之一。社會工作學
系本即設有實習制度，自 101 年與本校的標竿學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的社會工作學院(School of Social Work，乃美國歷史最悠久
之社會工作專業學院之一，已有近 70 年的歷史)合作，由該系薦送學生，而後
該學院安排於美國當地的機構實習。除社工學系外，包括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
中心、政治學系，在近年內亦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大學，以
及亞洲基金會、Learning Across Border 計畫等結合，積極安排學生前來臺灣
實習，或赴海外實習。這些措施讓本校社科院學生得以透過團隊合作而累積國
際實務和互動經驗，對於本校培育全球化所需的國際人才，均貢獻卓著。更重
要的是，社科院在安排海外實習時，亦積極拓展外部財源，減輕本校和社科院
的財務負擔，近年來屢獲教育部的學海築夢計畫經費補助，減輕學生的經濟負
擔，提升其赴海外實習的意願，將在海外習得的經驗和知識回饋回國內。
除交換生和實習外，本校社科院也積極與海外建立雙學位等；例如政治學系已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國際教養學部等簽署跨國雙學位合約；政治學研
究所亦與法國巴黎第二大學(Université Panthéon Assas)建立雙碩士學位合約。
經濟學系則與香港城市大學經濟與金融學系建立跨國雙學位合約。除了系級合
約，本校社科院也與目前 QS(全名為 Quacquarelli Symonds)排名成立 50 年以
下學術地位居首的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立學生聯合培養協議，內
容包括 1+1 和 3+1 等方式，前者為雙碩士學位，後者則是讓學生減少修業年
限，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使其得以及早規劃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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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這些制度性的交流活動外，本校社科院各系所也積極進行非合約的合作。例
如社會學系與日本京都大學、南韓首爾國立大學定期舉辦工作坊，3 所學校每
年輪流由其中 1 校辦理工作坊，由另 2 校的教師帶領學生，透過論文發表、實
地訪查等活動，相互探詢在地的脈絡。此外，社會學系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究所合作，每年與日本神戶大學、南韓延世大學合辦類似性質的年輕社會學者
研討會，該研討會主要係由博士班學生參與，每年輪流由 1 校主辦。社會工作
學系除與本校標竿學校的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的社會工
作學院輪流舉辦雙年會，亦與香港浸會大學每年輪流合辦研討會。這些活動屬
於未有合約拘束之策略聯盟，學生的論文發表為主體，企盼年輕世代能透過此
種平台，與海外青年學子交換並分享學習心得，進而得以知悉海外最新發展。
新聞研究所則與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院、復旦大學傳播學院、中國傳媒大學等
建立「中華新聞傳播學術聯盟」
，由這些組成單位的教師率領研究生發表論文。
除系所級積極打造非合約的姊妹校合作外，本校社科院近年來亦積極打造國際
化的暑期課程，已與東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建立相當穩定的合作關係，由
這些學校帶學生於暑期前來臺灣研修。此種聯合課程的主題為「Understanding
Taiwan in Global Settings」
，透過課程、參訪、訪談和座談等方式，使這些來自
海外的學生，得以更深入而完整地認識臺灣在政經社等領域之發展，親身領會
臺灣在地的活力、進步和熱情，提升其對臺灣認識的興趣，進而吸引其未來前
來臺灣交換或其他交流。這些內容多元的暑期課程和工作坊，對於城市行銷、
國民外交等，均助益良多。

(四)SWOT 分析
SWOT 分析係由 Heinz Weihrich 教授於 1982 年所提出。原本是應用於廠商，
以期讓廠商在制訂策略時，得全面性地考量內外在環境以及自身內在優勢而定
位最適的發展方向，進而強化自身競爭優勢。該理論提出後廣受各界好評，目
前不僅應用於企業管理，包括更高層次的國家競爭力等，亦以該方法進行分
析。本校社科院亦利用 SWOT 分析來了解自身情況，俾於既有基礎上，正視
本身的弱勢與面臨的潛在危機，並加以改進與補強，以強化自身的優勢與機
會。分析如下：
1.優勢(Strengths)
(1)本校社科院歷史悠久且規模完整，前身法學院乃本校為最早設立的學術單
位之一，歷年來已累積相當豐厚的教學經驗和研究素材。
(2)因本校為臺灣的最高學府，悠久的歷史與名聲得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和學
生。這些人才歷年來亦有不少被延攬進入公部門或其他機構服務，因此教
師除學術素養豐厚外，也累積豐沛的實務經驗。
(3)因本校社科院歷史悠久，歷年已造育不少校友，分布於國內、外各行各業，
且多為中高階領導，成就卓越，見識和影響力均相當高，不少均相當關心
母系並願意以各種形式回饋，綜合提升社科院的各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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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校社科院教師長期專注於學術研究，已建立相當穩定且密切之學術合作
網絡，便於開展往後學術之發展與國際交流。
2.弱勢(Weaknesses)
(1)本校社科院不少教師被延攬或借調，使得實際可以從事研究、教學之教師
人數低於員額，教師之教學負擔沈重。
(2)教授待遇偏低，缺乏彈性，加諸僵化之會計及人事制度，難與同領域其他
行業及亞洲鄰近一流大學競爭，不僅在延攬專任教師上居於劣勢，包括延
攬獎座、客座教授等構想亦難以落實。
(3)社會工作學系、新聞研究所等 2 系所之專任教師稍嫌不足，導致教師之教
學與行政負擔過於沈重。
(4)經常性之經費不足，但院內對教學及研究的資源需求不斷增加，雖努力撙
節，但仍難以應付現實發展需要。再加上支用限制過多，故某些學術活動，
例如延攬講座教授等，與海外頂尖大學競爭時特別受限，必須仰賴募款才
得順利進行，不僅增加人力負擔，亦升高系務發展之不確定性。
(5)本校社科院若干單位之研究較屬臺灣區域性和在地化研究。在論文發表除
投稿至 TSSCI 及出版專書外，較難刊登於 SSCI。本土化之專屬議題論
文，不易發表於 SSCI，此為社會科學領域與理工領域差異之處。故若目
前績效評量和獎勵指標仍僅局限於 SCI/SSCI 等，將難以充分地評量社科
院教師之貢獻和影響力。長期而言，將讓不少教師將心力轉向得刊登於國
際期刊之研究，對於深化自身研究將造成隱憂，且也不利教師轉向時事和
政策之關注，長期而言研究誘因和方向出現轉變，對政策研究的興趣降
低，不利發揮社科院之政策影響力。
(6)教師研究仍以個別型計畫居絕大多數，整合型計畫欠缺。雖鼓勵教師投入
跨領域/跨校院之合作，然仍未形成建制性研究群；學術活動，包括學者
專家的導讀、演講等，仍多數由系所和研究中心推動，少有研究群定期舉
辦此類活動，因學術交流而創造之加乘效應仍有待加強。
3.機會(Opportunities)
(1)國內的政經社環境快速變遷，研究素材不虞匱乏；加上臺灣的政治民主
化，學術研究風氣轉趨自由度以及研究議題多元化，得以吸引不少學生投
入社會科學之研究並以此為志業。研究後進的質量值得期待。
(2)本校社科院享有一定之國際聲譽，與國外著名學校機構合作機會很多。
4.威脅(Threats)
(1)近年來延攬優良師資的競爭日趨激烈，國內各大學及中研院，試圖以較優
渥待遇延攬本校社科院教師，因此社科院在延聘新進優秀人才時面臨更為
激烈之競爭。
(2)社科院的英語授課比例仍然偏低，不僅與香港、新加坡這些完全英語化的
教學環境難以匹配，加上中國大陸近年來亦砸下重金禮聘和延攬歐美學者
前往講座，得以在全球人才上與歐美等區域大學相互競爭。事實上社會科
學的研究多屬在地化，具有高度屬地性，本就較難英語授課；加上教師之

198

【參之十五、社會科學院】

教學負擔已相當沈重，在總員額凍結下，無法增加此方面人才，以致英語
課程數量難有突破，反映在所吸收之學生仍以本地生為絕大多數，難以將
本校社科院之研究、教學等行銷至海外，長期而言會有惡性循環之虞。
(3)如同 QS 的世界大學排名所顯示，亞洲地區由於政經地位和實力提升，
因此近年來亦砸下重金投資高等教育，不少國家均對其國內重點大學全力
挹注。特別是南韓、新加坡、香港以及中國大陸等。這些國家的重點大學
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得與歐美地區的頂尖學府開展更多元的交流，積極
參與各項國際學術合作，進而綜合提升其研究能量和教學實力。因此雖然
臺灣享有社會科學最重視的學風自由，然而在經費無論是額度還是支用法
規上，均難與這些亞洲區域的重點大學望其項背。特別是臺灣對比中國大
陸，領先優勢正在流失中。
(4)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若不能長期挹注，對本校社科院教學及研究將產
生影響。特別是自 103 年以降，因應國家十二年國教等其他重大政策之施
行，原本的邁頂計畫經費將逐年遞減。不僅原本已擴編之服務和網絡有縮
編之虞，甚至由於經費來源的不穩定，有難以從事長期性、策略性規劃之
虞，對於與國際研究社群洽談合作不利。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標竿學校
考慮地理鄰近性，故本校社科院的海外標竿學校選擇亞洲區域的頂尖大學。特
別是近年來亞洲地區在全球政經的影響力提升，包括 QS、Times 等世界大學
排名，均顯示亞洲大學的排名不斷進步。目前亞洲地區在社會科學領域居首的
分別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和東京大學。綜合以上因素，故以這 2 所學校為社科院
的標竿學校。本校社科院已與這 2 所學校建立姊妹校，有最接近之管道得仿效
其長處。未來 5 年之各項發展，包括教學、研究、推動國際化等，亦將仿效這
些標竿學校的作法。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世界排名

82

24

32

亞洲排名

21

1

10

國內排名

1

1

1

Social
Sciences
&
Management 全球排名

64

9

36

Social
Sciences
&
Management 亞洲排名

12

1

2

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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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National Taiw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okyo

2014 年與社科領域有 1.Economics &
納 入 排 名 之 學 科
Econometrics
51~100
(subject)
2.Communication &
Mass Studies
51~100
3.Sociology 151~200

1.Communication &
Mass Studies 9
2.Economics &
Econometrics 16
3.Politics 9
4.Sociology 17

1.Economics &
Econometrics 19
2.Communication &
Mass Studies 29
3.Politics 12

(二)教學
1.教學目標為實現和發揮人文社會科學的「社會創新和人文實踐」之理念。
2.強調跨領域結合以及科際整合，期使培養全才的學生。
3.教學國際化。
4.爭取外部獎學金。
5.設置「頤賢講座－臺灣政經社問題與對策」。
6.落實年輕教師的導師制度。

(三)研究
1.打造重點研究領域。
2.提升臺灣研究。
3.結合在地的研究優勢，加上全球關注的焦點，打造本校社科院院級研究中心
的特色，期使其在所屬研究領域成為臺灣和亞洲區域之研究重鎮，發揮學術
和政策影響力。

(四)推動國際化
1.持續推動並深化國際學術交流。
2.與重點姊妹校之交流合作項目多元化。
3.爭取外部獎學金。

(五)拓展產學合作
1.厚植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2.讓教師之教學和研究得符合國際趨勢和國家、社會所需。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教學
1.科際整合
隨著世界轉趨繁複，單一學科之知識已難以充分地了解和分析整個社會現
象，僅憑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單一學科猶不足以掌握和解釋繁複的社
會問題。因應此種趨勢，故本校社科院教育強調開放性，希望讓學生成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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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故近年來特別強調跨領域訓練。課程安排也朝向該趨勢發展，舉例而言，
政治學系和經濟學系均將必修課程降低，讓學生可以有更彈性的空間修習其
他課程；若干學系則將統計學等課程列為必修，期使讓原本質化導向的訓
練，轉向以更科學、實證方式詮釋社會現象。社工學系也強化與護理、公共
衛生等之結合，期使學生得於在學期間即與這些未來可能發展之職場環境、
生態等有較密切之結合和認識。
除著重跨領域訓練外，也強調開拓學生之視野。由於臺灣位居東北亞和東南
亞之交界處，以及與中國大陸之地理鄰近性，這使得臺灣可以研究之對象和
議題非常多元，一方面與鄰近區域存在共同性，卻也因地理位置而融合不少
文化，進而建立屬於自身之差異性和特殊性，加諸臺灣之學術自由度和自主
性，不少知識分子得以直接投入或接觸這些社會發展事件，而這些知識分子
不少均曾接受過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之實證研究訓練，師資理論和實務兼具。
此外，近年來臺灣劇烈變動，亦提供非常豐富的研究素材。以上均構成臺灣
發展社會科學之優勢。故在教學上也將配合跨領域訓練，期使培育學生以更
宏觀、獨立的視野來理解和詮釋社會現象和問題，進而培育國家發展之人
才。而達成跨領域的訓練，故若干系所的必修課程有所調整，並配合放寬學
分採計標準，讓學生除修習原屬系所的課程外，亦得赴本校其他學院修習其
他課程，期使具備更多元的知識和技能。
2.追求社會創新與人文實踐精神
鼓勵教師增加實作課程。本校社科院包括社工學系和新聞研究所，歷年即著
重實務導向，故增聘不少實務教師，期使學生在學生期間即能與其未來職涯
相關的領域密切結合。特別是社工學系，因應國外社工實習時數延長，為讓
本校社科院社工學系所造育的學生，亦得與該國際潮流接軌而前往海外貢獻
所學，故也正在評估延長學生的實習時數(尚須配合目前臺灣機構的實習時數
以及聘請實習督導需要更多的財務支援等)。而新聞研究所也不斷充實相關儀
器設備和器材，讓學生具備熟稔的操作技術，並持續與國內外各類媒體合
作，期使學生在堅守新聞專業和倫理同時，得以習得最新的媒體製播技術。
此外，例如政治學系近年來也延攬不少實務教師，通常具有公部門服務資
歷，引導學生認識公部門的生態。社會學系和新聞研究所也積極強調人文實
踐和社會創新的價值，由授課教師開發教案並親自帶隊，透過實地的社會參
與，直接進入基層、現場或社區，透過專業規劃和設計等行動，累積實作和
服務經驗，將課堂習得的知識得用以處理現實的社會問題，發揮公共知識分
子的影響力，尋求建立善盡社會責任的教學型態。
在服務學習方面，服務學習課程為本校大學部學生必修零學分，原僅限於校
內服務。近年來正在研議將服務範圍適度地拓展至周邊社區，以期讓社科院
所培育之學生，在社會參與和服務中扮演更積極之角色。
3.推動東亞研究學程
積極整合本校社科院既有師資及資源以增開東亞研究學程。社科院不少教師
的研究領域為區域研究，且多為東亞研究，而臺灣地處東亞的關鍵戰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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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對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等的政經社議題已積累相當豐碩之研究成果。
未來將整合本校社科院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工作學以及新聞學
等學科，開授東亞研究學程。且該學程將主要採英語授課，期使在教學相長
的情況下，讓教師得以持續地將其研究心得、計畫轉化為具體的學術、政策
出版外，亦可提升海外青年學子前來本校社科院就讀和交換之意願，進一步
強化本校社科院在東亞研究之領導地位。
4.中國大陸研究學程每一領域至少有一門課轉為英語授課
本校社科院已開設之中國大陸研究學程，目前均為中文授課。因臺灣與中國
大陸的文化、地理鄰近性，故較西方學界更具有優勢而能理解中國大陸深層
的問題；同時又因政治已民主化，且年輕一輩師資多具海外頂尖學府的嚴謹
社會科學訓練，故又較大陸內部的學者更具客觀性且具備更先進的研究方法
和技術，加諸近年來透過本校社科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的支持，讓不少教師
投入中國大陸研究，業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素材，故現階段本校社科院持續處
於全臺對中國大陸研究的領導地位，所開授之中國大陸研究學程，內容涵蓋
大陸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和兩岸關係等，一直以來頗受好評。由於臺灣
所享有的學術自由度，以及累積對中國大陸的知識認識，在華人世界乃首屈
一指；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不少海外學子亦以中國大陸作為研究對象。故
並秉持並強化本校社科院既有之優勢，積極爭取這批海外學子前來臺灣研
修，策略為積極規劃該學程內若干課程改為英語授課以延續本校社科院在華
人世界之對中國大陸的教學、研究等之領先地位。
5.教學國際化
將與臺灣其他單位，包括中研院、中華經濟研究院等單位，合作邀請海外學
人前來講座。除由教師與這些國際學人合作推動研究計畫外，亦將規劃邀請
這些國際學人講課，讓學生亦得在沒有出國情況下，了解國外之最新教材設
計和內容。
6.爭取外部獎學金
社科院業已設置臺大經濟勵學獎助金，鼓勵經濟學系學生減少打工時數以專
注於課業，1 年發放 9 個月，每月核發獎助金 6,000-8,000 元(金額視申請人
數及申請者之經濟狀況而定)，名額共約 20 個。未來也將持續爭取其他獎學
金，減輕學生經濟負擔，使其可專助於學業。
7.設置「頤賢講座－臺灣政經社問題與對策」
為鼓勵社科院學生對臺灣當前政治、經濟、社會等相關議題之關心與了解，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與國際觀，提升其未來競爭力，促其對現實社會的了
解及增進其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特設置本講座，聘請傑出校友、企業家、政
務官、校內外各領域知名學者擔任講座，講述各相關議題之理論與實務。本
講座也將邀請曾獲敦品勵學獎學金之學生，於返國後於本講座分享其於海外
研修和實習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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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落實年輕教師的導師制度
鑑於年輕教師剛從學生身分脫離，教學經驗尚有不足。且因在原屬系所較為
資淺，常需分攤較多的行政服務業務，加諸面臨升等壓力，在教學、研究和
服務間如何取得平衡以實現自身最初選擇學術為職志之初衷，故例如本校社
科院社會工作學系即著重年輕教師的導師制度(mentoring system)，由資深教
師帶領資淺教師，將教學經驗、研究連結和網絡等，傳承給年輕教師，使其
得順利地適應教師生活。未來也將鼓勵社科院各系所普遍推動該制度，進而
綜合提升社科院之教學、研究能力。
9.成立院級的經濟統計資料研究中心
社科院由於研究對象為社會，加諸歷年來不少教師被延攬到政府公部門或研
究機構等擔任要職，因此實證研究長期為社科院的研究長項之一，也備受期
許能夠將研究與現實結合，提供政策建言以發揮本校社科院的國家和社會影
響力。
在進行實證經濟研究以及對國內外經濟現狀之分析，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可信
賴、完善且全面性的資料庫。社科院不少教師所進行之研究均與統計資料有
關，大多使用科技部、本校貴重儀器經費及邁頂計畫等經費購買資料庫作為
研究參考資料。但常受到經費預算限制，無法購置較為昂貴之資料庫。此外，
各研究人員無法使用其他研究人員購買之資料庫，這使得這些資料庫的使用
效益受到局限，無法普及化。因此為使經濟、統計領域之資料庫可供社科院
各系所，乃至於本校以及臺灣經濟學領域之研究人員及師生均充分使用，故
推動成立經濟統計資料研究中心，統籌運用經費、彙整所有經濟、統計領域
之資料庫系統，讓有志於統計資料分析之師生，可以透過單一窗口，使用完
善且涵蓋所有範圍的資料庫。
期許成立經濟統計資料研究中心後，彙整社科院歷年來各系所、研究中心所
建構之統計資料庫，開放社科院師生共同使用，達到資源共享的效果。同時
也深切企盼，使用者能善用該統計資料以進行研究，進而提出政策分析和建
言，提升社科院的國家和社會影響力。

(二)研究
1.打造重點研究領域
(1)東亞民主研究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係由本校社科院政治學系朱雲
漢教授(中研院院士)所推動，旨在針對東亞區域的威權體制以及民主化進
程等，進行長期性的追蹤，進而累積實證資料而與既有的民主化理論對話
或甚至修正。民主價值係由西方所倡導，東亞區域原本存在不少極權和威
權體制，後者已不少走向民主化，例如臺灣；原本社會主義國家亦有不少
在不更動統治集團的情況下走向市場自由化，例如中國大陸、越南等。由
於這些截然不同的民主化進程，因此東亞地區累積最豐富的研究素材，包
括研究這些國家如何進行民主鞏固，以及經濟自由化如何影響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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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期使透過該長期研究和資料累積，了解東亞地區政經社變遷、價值變
遷和政治體制轉型，這 3 個力量如何互相牽引和影響。特別是亞洲民主動
態調查，所涵蓋的範圍，占全球人口的半數，包括全球人口居前二的中國
大陸、印度均涵蓋其間，這些國家均被預期在 21 世紀將扮演重要角色，
故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對學界和政界等的意義不同凡響。
為讓該計畫得與國際其他地區的研究社群對話，故成立東亞民主研究中
心，不少教師亦投入該中心。目前該計畫已與非洲民主動態調查、拉丁美
洲民主動態調查、阿拉伯民主動態調查、歐亞民主動態調查，組成研究團
隊。這些區域皆還存在不少威權體制，或者與歐美現行體制截然不同的民
主運作方式，故透過該整合性計畫的推動，期使蒐集全球範圍的民主發展
和治理品質。目前該跨域性的計畫已受到國際高度矚目，包括與世界銀
行、歐洲聯盟、聯合國開發總署等均建立合作關係。相關成果除刊登在
Journal of Democracy 等優良期刊外，亦受前述的跨國組織所重視和採用。
未來將持續善用該研究團隊已建立之綿密合作網絡，持續投入全球範圍的
民主化研究。最終目的，在於讓臺灣成為全球公認的全球民主研究資源整
合中心以及研究全球民主化的重要基地。
(2)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
神經經濟學為一跨領域之合作團隊，結合經濟學、心理學、腦神經科學、
生物學和電機等的研究結晶，乃一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
該研究群計畫主持人為經濟學系黃貞穎教授，共同主持人有經濟學系王道
一副教授、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郭文瑞副教授、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
究所吳仕煒助理教授，共有 24 位研究人員。其研究成果從經濟學核心議
題出發，於 2009 年刊登於國際最頂級的 Science，意義不凡。尤其，研究
團隊由國內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學科跨領域的合作，更是國內社會科學研
究的一個里程碑。
該研究計畫目前進行順利，至 2013 年底已邀請多位國外在神經經濟學領
域中傑出學者前來分享其研究發現和心得，持續探索該人們往往忽略的領
域，用以理解金融市場波動和決策、風險和危機處理之不確定性。本校社
科院未來將持續支持該研究，希望能夠成為拔尖領域之一。
(3)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EASTS)
STS 為一日益茁壯的新興學門，作為理解並介入科技社會所看重的研究領
域，促發反思科技社會發展的重要工具、理論與社會實踐的依據。
臺灣 STS 學會於 97 年成立，透過舉辦年會方式，整合各領域，包括哲學、
歷史學、人類學等的學者專家，從科技與社會的各種面向挑戰科技知識的
建構與倫理。本校社科院社會學系多名教師除積極參與臺灣 STS 學會所主
辦之年會外，亦積極參與由 Duke University Press 發行之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目前該刊已經成為世界科技與社會研究的重要刊物，已納入包括 Scopus
等多個索引資料庫，現在積極納入 SSCI 期刊之列。並自 97 年以降由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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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年發行 2 期改為季刊，由本校社科院社會學系的吳嘉苓副教授擔任主
編，並獲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專案補助，期使透過東亞的經驗與比較研
究，開創出有別於西方學界的 STS 觀點。
現階段 EASTS 還是以專輯策劃為主軸，亦即每期出刊的內容均是圍繞特
定主題，由計畫主持人提出專輯計畫書，而後由期刊編輯群審查，同時還
會邀請客座主編(guest editor)以進行內部審查，期使維持期刊的品質。獨
立投稿的稿件較少。自 101 開始，獨立稿件增多，意味著知名度已經逐漸
擴散。由於該本期刊的編輯群，俱來自全球頂尖名校，蓋未來將依此堅強
的編輯群及所具有的研究網絡，建立在地化的科技社會研究，並與國際研
究社群對話。
2.提升臺灣研究
近年由於 SCI/SSCI 成為升等評估的最重要指標，以致於教師研究的誘因產
生變化。為提升其論文為這些國際期刊接受之機率，故包括研究主題等，均
盡可能迎合這些國際期刊之要求。導致教師對於臺灣研究之興趣降低。長期
而言，臺灣研究將更難與國際研究社群對話。
事實上，唯有臺灣學者累積臺灣研究之成果，國外學者才會有興趣，進而願
意主動與臺灣學者專家對話。若國內學者缺乏研究臺灣問題之意識，海外研
究社群亦無意願將臺灣作為研究對象之一。任何科學的目的在於解決問題，
臺灣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讓不少有志之士均感憂心。針對臺灣
當前問題，要提出任何可行方針，前提在對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有完整而
深入之剖析。職是之故，提升本土化研究有其重要價值和共信，也將是本校
社科院未來關注重點。
3.打造院級研究中心特色
本校社科院目前有 5 個院級研究中心，包括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公共經濟研
究中心、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客家研究中心，以及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目前社科院根據臺灣在地的研究優勢、在地所面臨的問題，分別擇取公共經
濟學、高齡社會、兒少與家庭問題研究等，透過辦理論壇、工作坊，提升能
見度，並將研析成果轉化為政策白皮書，提出因應對策，期使發揮本校社科
院的國家、社會影響力。
此外，社科院也分別擇取中國大陸研究、區域整合、環境正義和永續發展等
這 3 個目前全球關注且最具時效性的議題，由這些院級研究中心據此與國際
研究社群合作，透過辦理研討會，之後與知名學術出版社或大學出版社合
作，將研討成果轉化為專書、專書專章，期使本校社科院得在這些議題上將
臺灣的觀點推廣到國外。這些作法，最終目的在於打造這些研究中心特色，
期使其成為所屬領域的研究重鎮，並因其特色和在所屬領域之重要性，得逐
步提升其外部經費爭取能力。
4.提升本校社科院出版品之國際能見度
本校社科院目前有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以及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等 2 本期刊收錄於 SSCI 之列；另有《政治科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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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
《經濟論文叢刊》
、
《臺灣社會學》
、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等 4 本期刊納
入 TSSCI。未來本校社科院將使既已納入 TSSCI 之列的期刊，納入其他國際
期刊索引資料庫，例如 Scopus，以期提升這些期刊之國際能見度和影響力，
強化社科院出版與國際研究社群之對話、交流和合作。
另外，本校社科院其他期刊出版，例如《國家發展研究》
、
《臺大新聞論壇》，
也將在稿源無虞和強化編輯群後，打造其特色，期使其亦能收錄相關的索引
資料庫，提升其於所屬領域的能見度和影響力。
5.提升與國際研究社群合作
本校社科院除自行出版和主編期刊外，亦有不少教師擔任國內外期刊的主
編。未來將利用其擔任這些期刊主編所累積之人脈，與這些期刊合作出版特
刊或專輯，先由合辦研討會、工作坊等方式，從中遴選若干篇品質較佳的論
文編入該特刊或專輯。如此可綜合提升並延續整個效益：透過研討會、工作
坊的徵稿和參與，提升本校社科院的國際能見度，接著出版特刊或專輯，讓
收錄的論文作者得持續與國際研究社群對話。

(三)推動國際化
1.持續締結海外姊妹校
本校社科院自 2012 年開始，陸續透過換約或教師牽線等方式，與超過 20 個
海外姊妹校締結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目前每年可以薦送的名額已逾 60 個。
數量衝高後，未來除持續締結海外姊妹校外，在簽約時也將更為審慎評估。
標準為二：提升與歐美高校的簽約，以及姊妹校的排名能高於本校。這樣的
策略在於，基本上社科院業已與亞洲的重點大學完成簽約，包括本校社科院
的標竿學校均已成為姊妹校。而海外交流的目的在於讓學生習得國外新知以
及跨文化交流，了解不同文化的思維和價值。故未來簽約將依循此 2 原則評
估和推動。而且未來與海外姊妹校的交流，也將非以交換學生計畫為限，包
括雙學位、暑期課程、以學生為主體的學術工作坊等，均將是交流重心，期
使透過交流項目的多元化，開展學生間更具層次的合作和互動。
2.鼓勵教師出國
鼓勵教師向科技部等爭取經費，前往海外研修。這些研修，項目不拘，包括
短期的田野調查、資料蒐集、參加國際研討會，到較為長期的訪問、進修和
交換等。期使教師能與國際研究社群多接觸，提升其視野，並精進其教學和
研究方法，得與國際趨勢接軌，進而得將這些經驗和心得回饋給本國學生。
3.爭取外部獎學金
社科院已獲校友捐贈之海外教育獎學金包括勇源教育基金會、敦品勵學獎學
金。前者在於鼓勵學生前往東京大學交換，內容為每名新臺幣 40 萬元。後
者在於鼓勵學生前往海外研修和實習，以期拓展學生之國際觀，並能觀察和
體會不同文化；原本僅限經濟學系申請， 104 年起申請資格將有所調整：凡
修習社科院開設之「頤賢講座－臺灣政經社問題與對策」並前往海外交換、
實習者皆可申請；是項獎學金每名 20 萬元，共 18 個名額；分 2 期核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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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返國後繳交心得報告後獲核發第 2 期獎學金。未來也將持續爭取外部獎
學金，減輕學生經濟負擔，以期提升其國際視野，並將海外經驗回饋予臺灣。

(四)拓展產學合作
1.推動職涯發展講座
社科院已與本校的管理學院生涯發展服務中心合作，積極參與後者所主辦的
相關講座。這些講座的講者絕大多數為本校校友，且通常離開校園不久，其
於業界的發展軌跡與大多數學生最為貼近。且所邀請的業界非以金融產業或
大型企業為限，若干可能較為小眾但卻相當符合時下年輕人個性的產業亦為
邀請對象。由其分享何以會選擇該產業作為發展方向，以及剖析該產業發展
現況、生態和前景。這些講座通常不會主動提供實習機會，但讓學生有機會
聆聽從業人員的心聲和甘苦談，進而讓學生摸索並探詢自身志向是否符合該
產業，進而得於校園期間即累積相關的知識和技能，為未來就業預作準備。
2.推動學生實習計畫
本校社科院目前有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和新聞研究所，已將實習納入課
程。其中，社工學系係將實習列入必修外，其他則是選修。透過赴機構實習，
讓學生得以直接接觸實務，將所學與應用直接結合。政治學系因其有開授碩
士在職專班，學生多來自政府公部門且位居要津，故協調由這些系友提供公
部門的實習機會。未來也將鼓勵本校社科院其他系所，將實習納入課程，或
者與課程相關的機構參訪等亦可斟酌加入課程，期使學生在學期間即能與實
務界結合，提升學習效果，並且提升未來離開校園後的職場競爭力。
3.聘請實務教師
為使社科院學生更了解實務界之最新動態，將透過與業界合作，邀請企業界
具實務經驗者來院擔任教師，讓學生從中認識與了解實際的情況，促進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例如政治學系邀請李大維博士等擔任兼任教授，由於其於外
交領域投入多年，有不少經驗可以分享，未來也將持續遴聘此類學識俱佳之
學者專家前來講學。又如新聞研究所，鑑於目前已經進入數位傳播年代，故
將遴聘具備專業訓練，具有最新傳播工具之使用經驗和技術，電腦素養以及
數位應用的實務專家擔任教師，讓學生在課堂之學習，得以與業界相結合。
4.爭取合作計畫
鼓勵本校社科院教師持續爭取外部合作計畫。在這些合作研究計畫中，除由
於教師得有較充裕經費而可將構想轉化為較具體之研究成果和出版，另因在
執行過程中將聘請學生擔任研究助理，學生可從旁學習教師如何投入研究，
不僅可緩解其日常經濟負擔，亦因與教師共同研究，有助於提升其研究興
趣，強化其未來深造之意願。

五、預期效益
本校社科院業已完成第 1 階段的 5 年中程校務發展。將在此基礎上，並參考社
科院標竿學校在這些目標上的執行策略，規劃下一階段的中程校務發展。在前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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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下，循序漸進地落實相關策略，預期未來可獲致如下之效益：
(一)本校社科院的各領域在相關排名中進步或納入排名。依 QS 在 2014 年的學科
(subject)排名，目前已有 Economics & Econometrics 為 51-100 名；Communication
& Media Studies 為 51-100 名；Sociology 為 151-200 名。未來期使在這些學科的
排名能更進一步，其餘尚未納入排名者亦得納入排名。透過這些排名而提升本
校社科院的國際聲譽和知名度，進而吸引國內外更多優秀研究人才和學生，加
入本校社科院。
(二)在重點研究領域，得成為亞洲區域的研究重鎮，相關的研究成果得成為研究社
群的重要參考依據並被引用。
(三)在在地優勢和全球關注焦點的議題上，本校社科院能夠成為這些主題的研究重
鎮，相關研究成果得成為政策社群的重要參考依據，提升社科院的政策影響力。
(四)在提升臺灣研究部分，社科院有更多教師願意投入該領域的研究，期使能夠打
造相關的系列叢書，並能提出政策白皮書，凸顯社會科學的人文關懷和貢獻在
地之理念。

六、考評
本校社科院除每季度定期召集院內主管檢討和考評相關執行進度外，亦於年底
時由各系所推選之教師，以及校外委員，組成執行管控與績效評鑑委員會，就當年
度之執行情況提出檢討和建議；此外，也會於年底召集策略發展委員會，就來年之
相關執行策略，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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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化指標
現況
項目

目標值

細項
102

104

105

專任教師人數

137

137~147

兼任(含實務)教師人數

122

120~130

81

80~100

SCI/SSCI 前 15%所占比例

18.75%

19~22%

SCI/SSCI 前 40%所占比例

49.38%

49~52%

教學
SCI/SSCI 期刊論文篇數*

TSSCI 期刊論文篇數*

44

40~60

其他出版*

61

50~70

專書本數*

14

10~20

專書專章篇數*

52

50~65

國際重要期刊編輯人數*

50

50~60

國際學位生數

90

90~110

Outgoing 交換生數

104

100~120

Incoming 交換生數

128

120~150

36

30~50

國內外活動辦理數*

175

170~180

國外訪賓來訪人次*

199

180~200

科技部計畫件數*

115

115~125

研究

推動
國際化

103

英語授課課程數

科技部計畫金額(萬元)*

9,169

政府專案件數*

7

產學合作
政府專案金額(萬元)*
建教合作計畫件數*
建教合作計畫金額(萬元)*

7~12
550~1,000

17

15~20

備註：*號者為採會計年度計，為 102 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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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2,195

106

2,0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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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化指標
1.教學、研究設備的改善，教研環境數位化，得連結資料庫以及推動遠距教學
等，提升師生互動，進而改善學生學習效果；並因教學相長，教師得因課堂
與學生的互動而進一步啟迪其研究意識，促成更豐富的研究成果。
2.所培育之學生具有社會創新及人文實踐精神，願意將校園內所學貢獻給國家
和社會。
3.在期刊論文中，5 年 impact factor 占所屬領域前 15%及 40%之比例穩定增長。
4.院內及教師出版之專書，能夠進入國際知名學術出版社或大學出版社所打造
之系列叢書。
5.教師能夠獲邀前往國際重要學會所舉辦之年會或研討會，擔任專題主講人。
並在國際學術組織或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6.拓展教師及學生之國際視野，使其更有意願前往海外進修和研修、深造。
7.提升學生素質，強化其職場競爭力，並多元化學生之職涯發展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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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含牙醫專業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醫學院迄今已有百年歷史，在我國醫學教育上扮演極重要角色，其教育目
標是「培育良才、領導專業、創新研究、造福人群」。醫學教育為百年大計，時值
醫學知識之急速爆漲與累積，本校醫學院師生除傳承優良傳統外，更以「人文關懷
為基礎」
、
「病患為中心」進行疾病的診療，並養成團隊合作、具備研究創新能力，
以符合新世紀與社會環境的需求。未來醫學院將繼續推動全人教育，提振醫學人文
精神，期所有受教之學生及醫事人員在醫學教育革新、研究創新與人文精神推展
下，以邁向頂尖、追求卓越為目標。

二、現況說明
(一)組織
本校醫學院由院長綜理業務，推動學術研究，並設院務會議，議決教學、研究
及其他有關事項。院務會議下設各種功能性委員會，處理院務會議決議及相關
事項，由各行政單位及業務單位配合執行，目前共有院務發展委員會、經費稽
核委員會、醫學校區行政協調委員會、院務諮詢委員會、院務規劃委員會、教
師評審委員會、教職員研修及獎勵審查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審議委員會、課
程委員會、出版委員會等委員會。
在行政組織方面，包含以下單位：
1.教學研究單位：7 學系、28 學科(社會醫學科與一般醫學科於 103 學年度整併
為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24 研究所(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業經教育
部 102 年 6 月 18 日臺教高字第 102091300B 號函核定同意增設，並自 103 學
年度設立招生)、1 學位學程、3 研究中心；另成立牙醫專業學院(整合牙醫學
系、臨床牙醫學研究所及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藥學專業學院(整合藥學系、
藥學研究所、臨床藥學研究所及藥物研究中心)及校級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
2.教學研究行政單位：教務分處、學務分處、共同教育及教師培訓中心、研究
發展分處、資訊組、實驗動物中心。
3.輔助教學研究之業務單位：院長室、秘書組、人事組、會計組、總務分處、
圖書分館，其中秘書組、國際事務中心暫以功能性單位運作。
4.附設機構(附設醫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二)標竿學院
本校醫學院以澳洲墨爾本大學和日本大阪大學醫學院為中長期標竿，另，牙醫
專業學院以美國賓州大學和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為中長期標竿。醫學院教師
皆有一定之研究水準，但要達成亞洲頂尖、世界一流的目標，還必須放棄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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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打獨鬥的研究模式，期望各研究團隊未來能結合醫學院基礎與臨床研究之優
勢，朝向跨領域團隊合作，院方也將盡力支援。目前已有幾個整合型研究團隊，
其他研究團隊陸續規劃中。為鼓勵優秀教師，若新聘教師在學術上獲有具體貢
獻者，醫學院也給予教學研究額外加給。
表 1：本校醫學院與標竿學校醫學相關領域世界排名之比較
表 1-1：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Life Sciences & Medicine--Medicine
2011

2012

2013

2014

臺灣大學

47

61

91

43

墨爾本大學

15

15

23

12

大阪大學

51

62

46

61

Source: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14/medicine

表 1-2：上海交大(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學科領域：臨床醫學與藥學
Year
Institution

2011
Top100

2012
Top200

2013
Top200

臺灣大學

未進百大

168

163

36

35

36

未進百大

166

168

墨爾本大學
大阪大學

Source：http://www.shanghairanking.cn/index.html

表 2：本校醫學相關領域國際期刊論文發表總體成績與標竿學校之比較
表 2-1：生物及生物化學領域(Institution Rankings in Biology & Biochemistry)
January 1, 2003-December 31, 2013
國家

學校名稱

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
被引次數
(of 904 )
(of 904 )

論文數

論文平均
被引次數

日本 大阪大學 Osaka Univ

4,536

23

76,526

52

16.87

澳洲 墨爾本大學 Univ Melbourne

2,376

96

44,199

122

18.60

臺灣 臺灣大學 Natl Taiwan Univ

1,724

167

22,419

281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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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臨床醫學領域(Institution Rankings in Clinical Medicine)
January 1, 2003-December 31, 2013
國家

學校名稱
論文數

日本 大阪大學 Osaka Univ

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 論文平均
被引次數
(of 4,487 )
(of 4,487) 被引次數

7,928

127

117,797

168

14.86

澳洲 墨爾本大學 Univ Melbourne

11,618

58

189,594

91

16.32

臺灣 臺灣大學 Natl Taiwan Univ

8,905

108

97,838

214

10.99

表 2-3：藥理學及毒理學領域(Institution Rankings in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January 1, 2003-December 31, 2013
國家

學校名稱

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
被引次數
(of 751 )
(of 751 )

論文數

論文平均
被引次數

日本 大阪大學 Osaka Univ

879

123

8,954

209

10.19

澳洲 墨爾本大學 Univ Melbourne

757

165

14,956

101

19.76

臺灣 臺灣大學 Natl Taiwan Univ

1183

66

13,520

119

11.43

備註：1.資料來源：ESI 資料庫，資料庫收錄時間起迄：January 1, 2003-December 31, 2013，資料庫更新日
期：March 5, 2014。
2.查詢七大醫學領域(生物及生物化學、臨床醫學、免疫學、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神經
學及行為科學、藥理學及毒理學)的排名情形。

(三)SWOT 分析
1.優勢(S)
(1)人才素質優秀：本校醫學院學生皆來自全國最優秀的高中、大學生，資質
優秀、可塑性強，是醫學院研究教學主要的動能，比起國內其他醫學院有
極佳的師資與學生素質。醫學院主管們均有高度的醫學教育熱忱，許多老
師皆參與重要學會、擔任刊物主編及編輯委員、研討會主持人、國科會複
審委員等，除此之外，多數老師有臨床實地經驗，在教學與臨床上，本校
醫學院的師資相當具有優勢。
(2)具跨領域研究能量：本校具備多種領域的傑出人才，提供醫學研究的新方
向，且醫學校區學術風氣鼎盛，無論在質與量方面均有優良成績。最近 5
年獲得國科會、衛生署、國家衛生研究院等單位補助之研究計畫逐年成
長，在國科會研究獎助及核定受獎人數亦呈穩定成長。未來將更努力研究
發展，並加強產學合作，提升我國生物科學學術水準。
(3)臨床醫療國際水準有利轉譯醫學研究：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臺
大醫院)為亞洲首屈一指之醫學中心，臨床經驗結合基礎醫學，加速轉譯
醫學之研究發展，癌症醫院的籌建將亦可提供良好優質的臨床試驗。
(4)近年設立之實驗動物中心及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能提供相當良好的核心
實驗設施及服務，以供醫學院師生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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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弱點(W)
(1)行政及教學研究單位組織架構過於僵化：本校屬於公務體系，行政及教學
研究單位受限於法規，彈性不夠。此外，醫學院師生眾多，但行政編制為
大學下之學院，與目前各醫學大學競爭，處於編制上之劣勢。
(2)研究設備換新及汰舊速度過慢：本校醫學院現有許多儀器過於老舊，在有
限之經費可利用情況下，研究設備只能維修及逐步汰舊換新，不符合研究
設備快速進步及研究之需求。
(3)教學研究空間不足：本校醫學院目前除加強整合設立共同研究室外，亦研
擬再向外擴展增加研究空間，尤其對年輕教師研究人員的照顧。
(4)人員編制不足
A.教師：本校醫學院各系所沿用舊有編制，人員聘任有所限制，使得許多
研究所無法與國際間醫學領域相抗衡。
B.研究人員：由於本校醫學院所執行之研究計畫與教學日趨增加，在工作
量上愈趨繁重，人員編制稍有不足。
C.研究技術人員：因欠缺經費與員額，貴重儀器之管理無法全部聘用資深
技術人員協助維護。
3.機會(O)
(1)華人疾病的研究：華人疾病型態、成因皆與西方不同，可建立具特色之華
人疾病資料庫、診斷技術及治療方式。
(2)臺大-永齡合作計畫：臺大-永齡癌症研究合作計畫除了硬體設備的建立及
提升外，亦將帶動癌症醫療及研究人才、資源的匯集，以及其他領域的參
與及整合。
(3)政府重視生技產業發展並投入大量資源：生物科技是近年來最具潛力的新
興產業，政府也將之列為國家科技發展重點項目之一，每年投入大量經
費，並將持續設立幾個生醫園區，本校醫學院師生將有更多參與的機會。
4.威脅(T)
(1)外部研究經費相對減少：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方面，本校醫學院與某
些醫學大學獲補助之經費有相當的落差，且邁頂計畫經費將逐年遞減。對
本校醫學院的發展有很大的衝擊。
(2)中研院、國內各校紛紛成立碩、博士班，各校積極招收優秀學生。另國內
近年就讀研究所學生人數日漸減少。
(3)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大陸等鄰近國家近年投入大量資源發展生醫研
究，重點支持醫學院校，使得許多學校研究近年來大幅進步。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提升教學品質
1.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及技巧。
2.增進學生學習能力及提升人文素養與社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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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硬體設備更新改善及教學軟體全面數位化，以提升學習成效。
4.強化隱藏式課程。

(二)增進研究質量
1.爭取及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國際一流研發人才，加強團隊整合、開創及跨領
域合作，投入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領域。
2.研究設備之整合與效能提升，充分發揮核心實驗室後勤支援研究角色，建立
跨領域研究平台。
3.積極爭取研究資源，與世界研究潮流同步發展新技術。
4.未來 5 年可突破之研究領域
(1)基因體醫學：建立尖端綜合性基因體醫學研究平台。針對以疾病為主之基
因轉譯研究，著重國人常見疾病，如癌症及傳染病之作用機轉及遺傳基
礎，進一步發展新策略以改善疾病診斷、確認新的治療目標，增進提升治
療成效。最終目標為個人化醫療的實現。
(2)癌症研究：癌症早期診斷及分子標靶治療技術之研究及客製化醫療的發
展，包括：癌症分子影像、癌症基因偵測、癌症病人資訊整合平台、標靶
藥物、奈米運送及相關研究平台之建立。
(3)感染性疾病研究：跨領域整合，建立重要感染症之資料庫，進行生物基因
型與宿主基因型之建立。發展預測模式及創新醫療，防止原有或新興感染
症。探究持續性成感染之機轉，研發新疫苗及治癒方法，完成早期臨床試
驗。藉由對感染症之了解，控制並減少後續之癌症。
(4)轉譯醫學研究：基因體及蛋白體學的研究在後基因體時代已累積大量的資
訊，如何將這些研究成果及資訊轉化為臨床可用的技術或藥物，便是轉譯
醫學的研究目標。

(三)推動國際化
1.增加研究生出國開會、短期進修機會，鼓勵教師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提升系
所國際互訪交流。
2.規劃遠距教學、國際學程，招收優秀國際學生，促進教師參與或形成國際團
隊從事研究與教學合作。
3.即時取得與交換國際資訊，協助促進 E-Learning 與網路交流會議平台之設立。
建立院際國際合作，架設跨國授課與學術研究支援平台與設備，促成醫學特
定領域卓越發展。
4.強化與亞太國家，包括日本、澳洲、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大陸之醫學專業領
域表現傑出之研究型大學學術聯繫與互動，洽談具有關連性與互補性之區域
性研究主題，促成亞太地區研究團隊之形成。
5.與亞太各研究中心建立國際教育與學術資源交流平台，除架構交換學生管道
外，並洽談特殊研究領域之實質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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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實驗動物中心功能
1.在教學方面，培養及招募實驗動物管理專業與研發人才。
2.提供一個完善的實驗動物飼養環境、足夠的動物飼養設備、良好的動物實驗
操作技術及動物疾病監控和防治方法，讓實驗動物得到良好照護，提高動物
實驗的效率，並獲得穩定與可信賴的結果，以增加研究能量，滿足醫學校區
日益增加的需求。
3.獲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協會之認證。

(五)促進產學合作
將研究結果與學術產出進一步落實為疾病篩檢、防治及治療等技術與服務，帶
動國家整體生物科技與經濟之發展。

(六)未來五年規劃興建之硬體建設
1.臺大醫院健康大樓
臺大醫院為改善門診服務品質及重視疾病預防與健康狀態促進，並提升競爭
力，擬利用醫院西址院區北區興建健康大樓，以提供國人高品質的整合性醫
療與健康管理服務。
2.規劃興建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郭台銘先生於 96 年 9 月 4 日與本校簽訂「捐贈暨合作規劃備忘錄」
，捐贈新
臺幣 100 億元，於臺大醫院公館原址興建一座具 500 床規模之「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與治療癌症最先進的質子中心，期望達到癌症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與個人化醫療的境界。
3.持續規劃仁愛路、紹興南街校地興建第二醫學教學研究大樓
本校醫學院刻正辦理仁愛路、紹興南街校地占用排除，積極努力結合師生之
智能、提出社會創新與社區服務之新模式，並與民間團體共同合作，進一步
募集社會資源，共同解決弱勢居民迫遷問題。透過紹興社區基地開發及弱勢
居民安置計畫，嘗試以此創新模式建立避免社會衝突之示範案例、解決公有
土地開發的問題並減少總體之社會成本負擔。該校地規劃為第二醫學教學研
究大樓使用，細部規劃刻正研擬中。
4.規劃興建臺大醫院新竹分院湳雅(文高三)院區
新竹地區為我國重要之高科技發展區域，居住人口快速成長，惟目前新竹地
區急重症醫療照護能力仍稍嫌不足，尤其是心血管、腦血管及尖端癌症治療
等領域。新竹分院湳雅院區規劃以提供急重症醫療服務為主，發展小兒醫療
照護、心血管手術、器官移植、癌症治療、神經醫學、胃腸肝膽微創醫學等。
另配合尖端影像及治療設備之進駐，提供更高品質之醫療服務，以滿足該地
區迫切之醫療需求。此外，為承接醫學教學及人才培育之任務，亦將強化該
院區之臨床教學水平，以培養更多優秀之專業人才。
5.設立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醫院
新竹生醫園區為國家發展生技產業的重要基地，未來將扮演醫材研發的重
任。除研發中心、育成中心外，園區醫院將扮演臨床需求、臨床試驗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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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故此醫院建院最主要的目的為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並兼具急重症
功能，希望未來能成為帶領生醫科技發展的最佳醫學中心。

(七)未來五年擬增設或擴充之教學研究單位
1.規劃成立臨床藥學研究所博士班
臨床藥學研究所申請增設博士班乙案，業經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校務會議通過，並向教育部申請中；規劃內容著重於藥事照護研究、藥物流
行病學與藥事經濟學之研究，提供 Ph.D.學位，期為國家培育臨床藥學與藥
事管理之高階研究人才。
2.設立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鑒於臺灣兒童醫療面臨少子女化，設置兒童醫院能使兒科病例「集中化」，
有助於提升兒科急重症醫療品質；又據國外的資料顯示，兒童醫院的表現比
醫學中心的兒科為佳，期能設立臺大醫院兒童醫院，以提供兒科病人更完整
的醫療照護，並大幅提高我國兒童醫學研究及診療水準。
3.設立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並開始招收研究生
社會醫學科對於醫學之人文與社會、倫理與法律之教學專長，與本校醫學院
一般醫學科在一般及全人醫學教育之規劃與執行經驗，實為互補且一體，經
由社醫科、一般醫學科整併成「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並設立「醫學
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研究所」，將於 103 學年度開始招生。合併後，在教學方
面，可在課程之規劃與執行上，互相合作支援，增加課程之連貫性與整合性，
師資專長亦可互相配合；在研究上，可結合兩科老師專長，藉由跨領域合作，
強化醫學教育及醫學人文之研究，建立本校在此領域之特色，兩科合併後的
師資將可涵括各科醫學、倫理學、法學、人類學及社會學等，在廣度上超越
國內其他同質教育研究機構，凸顯本校新成立之「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
之創新與獨特性，並為國家培育醫學教育與生醫倫理領域之專才，以應未來
國家此領域發展之需求。
4.開始招收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98 學年度起開始招收博士班學生，以培育跨領域之臨床基因醫學研究領導人
才為首要目標，為新一代、來自各種不同領域之專才提供量身訂製、涵蓋各
領域之臨床基因醫學教育。使其在研究所的訓練中，具備臨床基因醫學應
用、研發的知識、跨領域溝通學習的經驗及領導能力。這些領導人才將是國
家競爭力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將來可在社會的不同崗位上貢獻其智慧，帶
領各種形式的團隊，共同為提升臨床基因醫學的國際競爭力及打造臺灣成為
全球生物醫學重鎮而努力。然為了相關專業領域之單位有不同層級人才之需
求，擴充設立碩士班有其必要，目前已得到院、校之核可招收碩士班學生，
並已送至教育部核可中。規劃自 104 學年度可以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
5.新設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博士班
推廣雷射醫學教育本是光電醫學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之一，但因為研究中心
不能獨立招收學生及研究生，亦不能單獨開課，因此中心教師必須與其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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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合開課程或共同指導研究生。為建立長遠完整學程，穩定教師授課時數；
成立研究所視為重要目標。該中心規劃設立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博士
班，申請案已由校方於 103 年 1 月 9 日送交教育部。在新設研究所的同時，
將維持以生物醫學為橫向連結技術平台，並連結前端光電技術與後端臨床應
用，日後延伸引進研究所中。
6.協助成立牙醫學院
本校牙醫學系自成立以來一直以「全面提升臺灣牙醫科學之教育(含大學部、
研究所及專科醫師培訓)、學術研究及醫療水準，配合臺大邁向卓越大學的目
標，以追求卓越之牙醫科學，從而服務社會民眾、增進國民健康」作為宗旨，
為了達成這個使命，醫學院過去一直朝向世界第一流的牙醫學府目標邁進。
有鑑於牙醫學系及臨床牙醫學研究所和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長期的發展與
永續經營，除了目前已成立的「牙醫專業學院」外，日後成立「臺灣大學牙
醫學院」仍然是重要的中長程目標。期待牙醫學院的設立能帶領國內的牙醫
學教育的改革，並朝世界一流牙醫學府的目標邁進。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提升教學品質及教學成效
1.提升教師教學知能
為開拓視野及增加國際觀，新聘教師若為本校畢業生，需至國外或校外服務
2 年以上，方可進入醫學院任教；臨床教師欲轉聘為專任教師，需出國進修
1 年，此外，亦鼓勵新聘教師出國進修。
為提升教師教學能力，首先必需強化課程系統、充實各項教學資源，並且將
加強教師教學知能做為增進學生學習效能之動力，更作為改善教學之根基，
進而提升教學品質達到教學專業的目標。共同教育及教師培訓中心將持續辦
理新進教師教學研習營以及各種教學技巧、教學能力相關之研討會，以提升
本校醫學院各級教師之教學知能。
2.增進學生學習能力及國際觀
學生學習能力的提升需從輔導學生學習及充實學習資源二方面著手。在輔導
學生學習方面，以教師為主體，除獎勵熱心輔導學生之優秀教師外，並加強
教師學習診斷與辨識知能，利用 e 化技術隨時了解並掌握學生學習狀況，與
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繫。在充實學習資源方面，重視學生學習需求，提供
學生學習上所需之各項協助，期能帶動學校學習氛圍。此外，鼓勵系所建立
跨國修課或實習平台，促使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汲取新知，培養國
際觀。
3.改善教學設備
為改善教學品質，除提升教師教學知能與增進學生學習能力外，教學設備亦
需能配合各項教學，方可達到最大的教學效益。故規劃以大學部必修課程及
實際迫切需改善之教學設備為優先考量，並以實驗課程設備及講演課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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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改善之部分，進行教學設備的改善。此外，對於已建置完成之臨床技
能訓練中心、微創手術訓練中心、牙醫學臨床模擬實驗室及虛擬實境教研中
心，將隨著時代的進歩，持續引進最新的教學模具、充實設備，以發揮最大
的教學成效。
4.改善教學軟體建設
定期舉辦教學研習營，改善教師教學技巧與學生溝通能力，達到教學相長之
目標。鼓勵系所編纂具有特色教材並全面數位化，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配
合校方推展國際化之大趨勢，鼓勵系所增加錄取外籍生並規劃英語課程。藉
由國際研究合作，邀請國外知名學者參與授課，以達到教學與研究齊頭並進
之國際化目標。
5.教學內容、技巧、數位化及教學品質之提升
本校醫學院自 81 年開始逐步推展教育改革，以全人教育與專業教育兼顧、
人格性情的陶冶與專業技術的訓練並重為施教原則。在全人教育方面，經由
通識課程的改進及傳統學風的發揚，讓學生涵養氣質情操，開拓心性智慧，
養成宏觀視野及前瞻眼光，成為具有中心信念及行事準則並能帶動組織成長
的人才。在專業教育方面，經由新課程及小班教學的推展，讓學生養成主動
學習的習慣、建立科學的態度、遵循科學的方法，成為能夠發掘新知、處理
新知、解決問題、具備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的醫療專業人才。
課程設計目前正積極尋求整合，盡可能將相關疾病系統課程集中，以便由基
礎到臨床，使學生了解疾病的病理及生理，由分子結構，如基因異常，延伸
到細胞、組織、器官、心理、乃至社會經濟層面，可全盤考量。課程設計上
有大堂課演講、小班教學與討論、臨床見習與實習、並給予即時回 饋
(mini-CEX)與實作考核(OSCE)。
為更加強醫療的社經關懷之教學，社會醫學科除聘有醫學倫理、醫學歷史、
醫學人文之教師外，亦增聘醫學法律教師及合聘法律學院及社科院教師，增
廣所開設之醫倫、法律、社會課程寬度及深度。為提升整合課程之教學品質，
將持續於每學期開學前，基礎與臨床教師皆針對整合課程內容進行檢討、整
合，並對小班老師進行師資培訓，探討教學技巧。學期初、學期中、學期末
會進行老師座談，提出教學經驗交流，期末並進行師生座談，提供改進意見。
學生每週進行大堂課教學回饋。將陸續採購有關小班教學技巧及教案編寫等
有關錄影帶及書籍提供全院老師參閱，並請家醫科梁繼權教授編寫「小班問
題導向學習教師手冊」，有助於老師們了解小班教學之理念與教學技巧。為
提升教學品質，陸續舉辦關於有關國內外醫學教育發展、教學及課程設計、
溝通技巧及促進教師身心健康等議題的研討會與教師培訓課程，日後也將持
續規劃辦理相關活動，以期達到目標。
6.課程結構、教學內涵之改進與檢討機制
為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高教學效果、達到教學目標，除學校所進行的教學
評鑑外，本校醫學院另外自行對基礎與臨床課程進行普查。調查方式由學生
針對每一節課之個別教師填寫回饋問卷，問卷內容包括教學態度、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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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學方法及整體評量 4 個項目，由學生依照非常滿意、滿意、尚可、不
滿意與極不滿意 5 級予以評分，另有學生自由填寫之文字表達意見欄。
此種每週進行之問卷調查經回饋給各單位及各教師後，對本校醫學院教學品
質之提升有很大的助益及改進效果，故將持續辦理，以持續改善教學內涵及
教學品質。另共同教育及教師培訓中心將持續於每學期末或期初召集同學進
行座談，以瞭解過去這一學期個別課程之優劣處，以持續檢討所規劃的課程
結構，教學內容及教學品質，並進行改善。
7.提升醫學專業素養
本校醫學院於 97 學年度起規劃「醫學專業素養課程」，除整合正規課程外，
「隱藏式課程」亦為醫學院教學重點。專業素養的表現是以臨床能力、溝通
技巧和倫理思辨為基礎，明智應用精益求精、人文關懷、承擔責任和利他助
人等原則，以達到誠信正直之人格。經過本課程之薰陶，希望醫學院畢業生
在臨床的服務中體現上述精神，成為真正關懷病人及具備社會倫理的行醫
者。欲達成這些目標，除正規課程外，還需搭配潛移默化的「隱藏式課程」，
例如教師的身教(舉辦學生徵文比賽以促進其思考教師如何落實專業素養於
臨床情境)、校園的文化(贊助學生籌辦醫學院藝術季)、進入醫院後之穿著與
言行舉止之要求等。
8.持續辦理楓城利他獎
本校醫學院為提升學生專業素養，發揮利他精神，在傳統獎勵著重學業成績
的書卷獎外，設置楓城利他獎，凡醫學院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具有關懷
社會、熱心公益、表現優異、敦睦同學情感、發揮互助精神、形塑青年行為
典範、建立校園良好風氣或其他優秀利他之作為、足資同學之楷模之具體事
蹟者，先經學系初評推薦為利他獎之候選人，再由醫學院評審委員會進行複
評，院評審委員會依規定於候選學生中評選楓城利他獎候選人，並決定受獎
名單，於每年 4 月上旬醫學院院慶時公開表揚及頒發獎狀、獎金。

(二)增進研究質量
1.院級拔尖計畫
為提高論文質量，特別是高度引用論文，本校醫學院規劃加強優勢及基礎良
好之領域，並重點規劃新團隊與補強短期可突破瓶頸之弱勢學門。校級拔尖
計畫特別鼓勵跨院合作，如與公衛學院、生科院跨院合作，與電資學院、工
學院、生農學院之合作亦可提供醫療器材之研發。而針對尚未達校級拔尖水
準但有潛力之個人或團隊，亦由院級計畫予以支持。
2.主動規劃團隊整合、新人培育及接續計畫
除上述申請之院級拔尖計畫外，本校醫學院另保留部分經費，主動規劃於發
展重點團隊及優秀新人之補助。而成果良好之教師若所提計畫未獲通過，也
可予以 1-2 年之接續計畫。
3.本土拔尖之研究
著重於本土重要疾病(如癌症及感染疾病)，進行相關功能基因及轉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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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因體及轉譯醫學先進及高效能之核心實驗室及技術平台，提供同仁從
事相關研究之技術支援。
4.強化轉譯醫學研究
橋接基礎與臨床的轉譯醫學研究在醫學院已進行多年，近期將由醫學院與臺
大醫院兩院研究副院長領軍，整合院內現有核心實驗室、臨床服務及臨床試
驗資源，每年投入 3,000 萬元(醫學院 1,000 萬元、臺大醫院 2,000 萬元；103
年起將擴充為每年 3,500 萬元)，強化跨領域整合之轉譯研究。此外，為了培
育更多此領域的人才，醫學院與中研院合辦「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已
於 99 學年度開始招生，鼓勵臨床醫師繼續進修，藉此學程以結合中研院優
異的生醫研究能力，更進一步提升醫學院轉譯醫學的競爭力。
5.加強跨院、跨領域合作
整合醫學校區及本校從事生醫領域研究之相關同仁進行跨系所合作，邀請跨
領域研究者定期開會腦力激盪，提升研究品質，以達卓越水準。已開始運作
之腦與心智領域中，與理學院、生科院、臺大醫院臨床神經醫學中心之跨院
合作將持續進行。
6.積極爭取研究資源
除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爭取國家大型研究計畫及國際合作研究資源外，並
加強新進教師研究團隊之輔導及新興領域團隊之開創，積極爭取校外資源及
合作伙伴。
7.整建及強化核心(共同)研究室
醫學院設有第一共同研究室貴重儀器中心，位於基礎醫學大樓 14 樓東側。
公衛學院搬遷後，已規劃整建 14 樓西側與 15 樓空間為共同研究室；另藥學
系所搬遷入藥學大樓後，12 樓及 13 樓空間亦將整建為共同研究室，提供空
間不足之系所有適當空間聘任優秀教師。此外，亦積極建立基因體及轉譯醫
學高效能之核心實驗室及技術平台，以提供同仁從事相關研究之技術支援。

(三)推動國際化
1.醫學教育與學術研究全球化
本校醫學院已與日本國立大學法人筑波大學人類綜合科學研究科簽定跨國
雙聯學位協議，亦與多所大學合作進行醫學生交換及/或臨床觀摩見習實習計
畫，如近年簽訂的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京都大學醫學部、大阪大學醫學部、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德州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等，並期望建立更
多大學跨國雙學位制度。
2.大學生及研究生國際化
積極培養青年大使，給予適當之訓練養成，提供學生與外籍訪臺教授之第一
線交流機會。由院方編列經費補助研究生出國開會或進修，並積極鼓勵博士
生參與國科會之千里馬計畫、教育部之重點領域菁英人才出國培育計畫等，
增加研究生出國學習機會。此外，編列相關預算，加強外籍學生之輔導與研
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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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國際化
(1)鼓勵年輕教師出國開會進修，並在學術專業同等情形下，優先進用適當之
外籍教師。
(2)各系所分配定額國際交流經費，由單位主管主動規劃系所國際互訪活動。
(3)院方同時鼓勵教師主動與國外名校教授合作，截長補短，汲取新知，進而
促成跨國研究計畫之合作。
4.訪問學者：邀請國際學者來訪或擔任特聘研究講座、特聘講座，到院短期教
學及研究。
5.積極主辦國際學術組織研討會：深化與重點學校間之學術研究合作發展，強
調區域性特色。
6.深化國際交流：與特定學校(如英國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日本筑波大學
等大學)建立長遠、全方位合作。
7.發行英文刊物 Maple Express(楓城學報)：專題介紹教師的傑出研究成果，並
定期介紹院區研究資源及人文教學活動，以增加國際能見度。
8.針對亞太地區國家之研究型大學學術聯繫與互動，主動洽談具有關連性與互
補性之區域性之研究主題：例如癌症及感染症等流行病，對區域性防疫或治
療提出具體貢獻。

(四)促進產學合作
基礎醫學的研究經臨床的實證，將有利生物醫療技術與產品的研發及進行產學
合作，對國內生技製藥產業紮根及發展有相當助益。目前醫學院除轉譯醫學及
臨床試驗計畫外，正積極與永齡基金會合作癌症醫學發展計畫，希藉由企業界
資金的投入及產學合作模式，將研究成果轉移於生醫產業。
本校醫學院於 102 年與臺大醫院合作成立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
(NTU SPARK Program)，媒合附設醫院醫師與各學院研發人才組成團隊，定期
於醫學校區舉辦輔導會議、團隊諮詢及教育訓練課程，藉由關鍵經費與商業化
專家的協助，讓團隊的研究成果能順利於生技產業邁向商業化關鍵的一步。

(五)強化實驗動物中心功能
1.教學方面
制訂標準作業規範(SOP)，定期舉辦動物設施工作人員與使用人員(包括醫學
校區研究人員)教育訓練，培植更多對實驗動物病理判讀及突變動物表現型評
估之獸醫師，以協助院內基因醫藥研究，並與醫學院及校總區專家合作開辦
實驗動物技術教學課程。
2.研究方面
與醫學院及校總區專家合作，在動物中心建立各種功能性研究核心實驗室，
並與醫學院、臺大醫院及校總區專家合作建立基因轉殖、基因剔除及其他疾
病動物模式，提供所有品系清單，使研究人員可以分享實驗動物資源及協助
胚胎冷凍保存與小鼠淨化復育。並提供生技醫藥國家型資源中心計畫之
AM2(以人類疾病動物模式進行之藥效探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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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協會之認證。

(六)提升圖書館資源運用
1.為增加醫學校區研究者與研究團隊之國際能見度，提升學術研究交流及跨國
合作的機會，圖書分館主動建置機構 Research Portal 系統，並與 ORCID 結
合，協助研究者建立專屬識別碼使研究者之研究成果能自動匯入於系統，可
為醫學校區研究成果發展入口網。
2.為善盡社會責任，協助國內各醫學圖書館採購醫學電子資源，圖書分館主導
聯合採購電子資源計畫，利用專業知能、團隊影響力與談判技巧提升採購品
質與效率，使資源可以發揮最大的成本效益。
3.為強化醫學專業圖書資料，圖書分館與醫學校區圖書委員合作，聯手加強各
學科主題館藏的強度與深度。
4.為了協助醫學校區同仁順利投稿至國外知名期刊，圖書分館積極邀請國外知
名出版社專家，舉辦醫學期刊投稿專題講座與大型性學術研討會，協助同仁
掌握研究趨勢讓投稿無往不利。
5.在預算不足以採購更多資源的情況下，努力拓展醫學校區同仁獲取免費研究
資源的管道，並及時提供以滿足院區同仁的資訊需求。並克服距離造成的不
便，擴大辦理校內圖書代借服務，增進教職員生從事醫學研究的便利性。
6.為了提升醫學校區教職員生使用圖書館資源的便利性，圖書分館建構數位學
習環境，提供多樣化的醫學相關資源線上學習課程，讓院內教職員生擁有不
受時空限制的學習環境。

(七)人事制度改革
1.善用醫學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適時調整員額
(1)為適當調整醫學院組織規模及未來發展，維持並提升競爭力，特訂定醫學
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依卓越發展之總體目標，適當調配教師員額，以充
分運用教學資源。
(2)為維繫教學及研究品質，大學部(含研究所)一班以 18 位編制教師員額為原
則(礙於現況，暫以教育部規定應達 11 名員額為基準，再努力逐年調整流
通，達成目標)，獨立所以 7 位編制教師員額為原則。
(3)為善用人力，臺大醫院專任主治醫師聘為醫學院臨床教師得視為編制教師
計入員額，並得兼任行政主管。
(4)為辦理教師員額流通，設教師員額管理小組，參酌各單位教師員額狀況及
中長期發展需求計畫，並配合醫學院整體發展規劃及學術發展趨勢，適時
進行教師員額調整事宜。期各單位均衡發展，以利邁向頂尖及追求卓越，
並與校總區共同努力，早日進世界百大。
2.院科系所中心主管產生
(1)院長部分：歷經多次演變，經院務會議通過將「院長推選辦法」改為「院
長遴選辦法」，於訂定「醫學院院長遴選辦法」及「遴選作業準則」後即
採用遴選制度來遴選院長，由專任教授、名譽教授及校友或社會人士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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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遴選委員會，以公開、公正、客觀的立場，遴選出「具有醫學院教授資
格」之背景，以及「具有前瞻性教育理念、相當學術成就、高尚品德以及
學術行政經驗，能為人表率者」接掌醫學院務，以維持並促進醫學教育與
研究以及醫療服務質量之高度發展。
(2)科系所中心主管部分：為使本校醫學院各單位於辦理主管遴選時有所依
循，醫學院訂有「醫學院各科(系、所、中心)主任(所長)遴選辦法」(通則)，
作為醫學院各科系所中心訂定該單位法規及執行之依據。以使單位主管產
生方式更形客觀並且切合單位良性發展需求，與業務之順利發展。另為配
合本校相關規定並兼顧醫學院各單位於辦理主管選任時之實務情形，醫學
院均定期檢視各系科所中心主管之遴選辦法，並適時檢討修正，以使各系
科所中心可以遴選出更恰當之主管，以帶領該單位之進步。
3.教師評鑑制度之改進
(1)本校醫學院為使在職教師於教學、研究與服務等面向均能持續有良好的表
現，訂有「醫學院專任教師評鑑辦法」，據以進行評鑑事宜。專任及臨床
教師均配合聘書聘期，每 2 年評鑑一次，評鑑有條件通過或暫予通過者次
年即需接受再評鑑。
(2)近年來修正醫學院教師評鑑辦法如下：
A.為提升教師評鑑業務之行政效能及行政作業流程，將醫學院教師評估暨
續聘審查細則(現已停止適用)規定，納入醫學院專任教師評鑑辦法內。
B.為落實教師評鑑制度之評估效益，同時激勵與提升新進年輕教師在教
學服務與研究方面之整體表現，明訂講師、助理教授若未於規定年限
內升等者，視為覆評不通過，並依規定應辦理不續聘相關事宜。
C.為衡平教師評鑑制度之執行與教師權益，修訂教師於應接受評鑑之週期
內，因生產、育兒或遭受重大變故，得循行政程序辦理申請延後評鑑。
D.為鼓勵本校醫學院教師配合國家政策，借調政府機關服務，明訂教師借
調留職停薪期間不計入應接受評鑑年限內，且歸建兩年後再辦理評鑑之
相關規定。
4.教師聘任、升等之制度改進
(1)為利延攬優秀新進人才，修訂「醫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各
單位須訂定「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由院長指派具本校教師評
鑑準則之免辦評鑑資格教師，擔任委員，以提升委員會之公正與公信力。
(2)為提升本校醫學教育與臨床教學服務及研究之品質，修訂「醫學院臨床教
師設置辦法」暨「臨床教師聘任暨辦理細則」規定，明定臨床教師之審查
完全比照專任教師，其送審年資得以專任教師年資採計。
(3)為建立以教學為主或以研究為主的多元升等管道，強調多元價值，並設定
適當指標，讓教師能分別在教學、研究及服務工作之間，依個人的能力、
興趣作選擇，適才適所地發揮所長，「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審查準則」增
訂「提名升等之教師於擔任前一職級教師期間，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者，
教學服務評鑑之評核，得酌增至該升等職級之最高等級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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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提升醫學院教師論文審查之公正、公平與公信力，修訂「醫學院教師聘
任升等審查細則」之規定，論文審查小組委員由 16 人增加至 24 人，以期
於審查擬升等暨新改聘教師之論文過程中，能有更客觀與公正之標準。
(5)鼓勵教師追求傑出與創新，實現真正得以拔濯優秀教研人才，並讓未來擬
提升等暨新改聘教師不再斤斤計較於論文計點分數，醫學院刻正研議訂定
「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送審論文最低標準」(草案)，並擬訂相關配套措施，
除對醫學院教師同仁加強宣導外，俟相關程序完備後，未來將據以實施。
(6)推動教師研究獎勵及彈性薪資制度，訂定醫學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
作業要點、醫學院現職暨新聘績優教研人員給與作業規定，以提升教師之
競爭力並利醫學院延攬優秀人才，朝邁向頂尖與追求卓越前進。

(八)積極爭取資源
所需資源如下，預估所需經費除現有額度外，每年希可獲 2 億元支援。
1.核心實驗室與研究中心運作人事經費。
2.專案教師、專案研究員及研究助理人事經費。
3.貴重儀器之維護與汰舊換新經費。
4.核心實驗室運作經常業務經費。
5.推展國際學術合作經費。
6.專任教師、臨床教師、主治醫師及研究人員員額。
7.新興領域及研究單位空間不足，醫學院藥學系於 103 年 2 月搬遷至藥學大樓
(水森館)，原使用之基礎醫學大樓 12、13 樓將由醫學院統籌運用，除將設立
共同實驗室、儀器室及討論室等公共空間外，另提供新進之優秀教研人員，
在應聘單位暨有空間不足時申請使用。

五、預期效益
本校醫學院積極推動各項措施，以追求卓越、邁向頂尖為目標，期能於 5 年內
達成 3 領域、10 年內達成 6 領域進入醫學學門世界百大，成為國際一流研究型大
學醫學院。各項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之預期效益分述如下：

(一)教學品質提升
1.教師教學能力及技巧增進，提升授課課程之質與量，吸引國內外最優秀學生
就讀。
2.學生能充分運用資源，透過小組討論，學習能力及效果佳。
3.教學硬體設備更新改善及教學軟體全面數位化，且具有更舒適的學習及活動
環境，提升學習成效。
4.能提供學生先進牙醫學臨床模擬實驗室及虛擬實境教研中心。
5.醫學院與中研院合開之轉譯醫學學位學程，將全面以英語授課。另外，透過
雙方共同指導學生，將可有更實質、密切的互動性學術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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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強化「隱藏式課程」；除鼓勵學生著重以成績為導向的書卷獎之外，也能重
視醫事人員所需具備服務人群之利他精神及社會倫理。
7.積極推動與中研院合開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希望每年至少培育 5-10 名優
秀的醫學科學家。

(二)研究成果卓越
1.具有創新能力的國際一流研發人才，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合作，投入具有前
瞻性的研究領域，且成果卓越。
2.充分發揮核心實驗室後勤支援研究角色，建立跨領域研究平台。
3.在一流之國際學術論文期刊發表篇數顯著增加，並與世界研究潮流同步發展
新技術。
4.針對國人特殊重要健康問題，如癌症、感染症、心血管疾病、代謝症候群、
糖尿病、腦血管、腦與心智疾病等研發創新有效之預防、診斷、治療方法。
5.未來 5 年可突破之研究領域
(1)基因體醫學之 KPI
A.在專業領域頂尖期刊發表 5-10 篇學術論文，優良期刊發表 25-30 篇學
術論文。
B.相關之產學合作、專利申請案(3 granted；9 pending)，逐年遞增。
C.在未來 5-10 年，將可鑑別至少 5-10 種新疾病之相關基因，建立 3-5 種
疾病動物模式，並提出 3-5 種重要癌症及傳染病之治療解決方案。
D.持續整合本校校總區及醫學校區生命科學相關領域之研究同仁，藉由提
供尖端高品質的研究技術平台，進而廣泛應用於各領域的研究。
(2)癌症研究之 KPI
A.癌症領域頂尖期刊發表 3-5 篇學術論文，相關領域一流論文 10-15 篇。
B.癌症相關專利申請 2-4 件。
C.建立癌症標靶藥物研發及基因檢測及個人化醫療平台。
D.建立癌症奈米及分子影像平台。
E.藥物研發、奈米分子影像相關平台進行臨床試驗，推廣應用於國人疾病
診斷及治療。
F.癌醫中心醫院規劃及啟用，落實整合型癌醫中心醫院的理念，並以此做
為癌症整合治療與研究、國際交流的平台，提供個人化照護及醫療。
(3)感染性疾病研究之 KPI
A.相關研究論文(highly cited paper or IF>10) 5-10 篇。
B.創新之重大論文及科技發明 3 項。
C.重要感染症及相關癌症之發生率、死亡率下降 1-2 種。
D.培養傑出研究人才 3 位。
(4)轉譯醫學研究
A.將研究成果及資訊與生技藥廠合作轉化為臨床可用的技術或藥物。
B.培育優秀之轉譯醫學產學合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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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國際化
1.吸引國外一流教師與學生加入本校醫學院，提升人才素質。
2.教師及研究生透過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使更具國際觀，並促成跨國研究教學
合作。
3.主辦或協辦國際學術組織研討會，提升國際能見度。
4.即時取得與交換國際資訊，促成醫學特定領域卓越發展。
5.促成跨國學術合作
(1)癌症研究與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已建構跨國學術平台。本校醫學院其他領域，如牙
醫學領域與 Columbia University、藥學領域與 Ohio State University、護理
領域與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 等，均架構起學術研究合作平台。
(2)配合醫學校區整體發展與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之核心實驗室平台，與歐
盟、日本等頂尖研究中心建立合作關係，如與日本理工研究所(RIKEN)及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 (EMBO)。
(3)參與歐盟科研架構計畫主題國家聯絡據點計畫，藉由國科會之補助，與
英、法、荷蘭等歐洲國家醫學專業領域架構點對點之合作計畫。
(4)與本校醫學院簽約之學校，目前包括美、日與歐盟等共有 60 餘所學校，
未來將視必要，逐歩擴展與其他頂尖學校簽訂合作合約，並進行實質的合
作關係。國際交換學生部分(含出入)，未來希望每年均可達 300 位以上，
期以全面提升醫學院國際學術影響力。

(四)強化實驗動物中心功能
1.動物資源供應能滿足醫學院之學術研究與教學需要。
2.提供一個完善的實驗動物飼養環境及良好的動物實驗操作技術，讓實驗動物
得到良好照護，提高動物實驗的效率與成功機率，並獲得穩定與可信賴的結
果，以增加研究能量。
3.強化基因轉殖鼠核心實驗室功能，滿足醫學院之學術研究需要。
4.通過美國實驗動物管理認證協會認證。
5.增加與生技產業合作機會，增加收入。

(五)促進產學合作
1.將研究結果及學術產出與產業界合作，進一步落實為疾病篩檢、防治及治療
等技術與服務，實質嘉惠更多有需要的民眾，並帶動國家整體生物科技與經
濟之發展。
2.臺大-永齡基金會癌症醫學合作發展計畫著力於癌症的基礎、轉譯及臨床研究，
結合基礎研究與臨床治療，以基礎研究成果來支持及發展臨床治療服務，帶
領癌症治療技術的創新，提供病患最新最有效的治療方式，以提升癌症病患
的存活率。
3.醫學院與臺大醫院合作之 NTU SPARK Program 於 103 年更細部分工，醫材
相關計畫由江清泉教授負責；藥物相關計畫由鄧哲明教授負責，定期進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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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輔導與諮詢，教育訓練課程更涵蓋本校智財技轉及計畫相關法規介紹、大
學老師成立公司面臨的法律障礙、專利策略、市場分析等面向。目前已篩選
出 6 件新醫療器材與 4 件新藥計畫，並於 103 年 5 月中旬起與 Si2C 合辦大
型教育訓練，持續培訓、協助並連接產、官、學三方面進而創造三贏，以期
將來能有高影響高產值的生技產品出現，提升臺灣在全球醫療產業的產值。

(六)圖書館效能提升
1.臨床與基礎研究者豐富的館藏資源，促進資訊的流通與知識的創造，對教學
研究有相當助益。
2.增加館藏圖書資料數量與範圍，滿足醫事人員的相關需求、達成一站購足之
效果。
3.透過機構的 Research Portal 系統，可增加研究者與其團隊之國際能見度，提
升學術交流與跨國合作的機會。
4.透過更密切的館際合作，可迅速的滿足教職員生研究上的資訊需求。
5.利用聯合採購的經濟規模，可協助國內各醫學圖書館降低採購電子資源的價
格，提升採購效能。

六、考評
(一)機制
本校醫學院於每月月初召開院務會議，月底召開主管會報及不定期召開各功能
性委員會議，針對醫學院教學、研究、服務等相關事宜進行研擬規劃、推動、
評估、審查及考核工作。
每年定期召開醫學院院務諮詢委員會，委員包含校內外專家，由院長擔任召集
人，評估計畫執行成效。

(二)量化指標
表 3：量化指標之現況值及目標值
現況值

目標值

量化項目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4

16

17

18

19

20

305

300

300

300

300

300

英語授課課程數

55

56

57

58

59

60

重要國際會議主辦數

12

12

13

14

15

15

237

160

165

170

175

180

15

15

16

17

18

19

就讀學位國際生數
交換國際學生數(含出入)

國
際
化

國外訪賓來訪人次
參與重要學術組織運作之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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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值

目標值

量化項目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409

411

413

415

417

419

1,493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47

49

51

53

55

57

159

160

160

160

160

160

6

6

6

6

6

6

國際重要期刊編輯人數

29

30

31

32

33

34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11

11

12

12

13

13

3

3

3

3

3

3

99

100

105

110

115

120

639

640

645

650

655

660

128,21
130,000
4

132,50
0

專任教師人數(不含助教)
國際論文 SCI 篇數
SCI 論文之 IF＞10 篇數

教
學
及
研
究
成
果

國際論文 SSCI 篇數
專利數

國內外院士人數
國內外重要獎項累計
國科會計畫件數

研
究
計
畫
成
果

國科會計畫金額(萬元)
國科會以外建教合作計畫
件數
國科會以外建教合作計畫
金額(萬元)

128,214
125

135,00
140,000
0

125

128

130

133

135

24,858 24,858

26,000

27,000

28,500

30,000

(三)質化指標
1.提升教學品質
(1)教學空間、設施及實驗室之全面改善。
(2)醫學專業素養之養成。
(3)醫學倫理與人文社會素質(包含社會倫理)提升。
(4)強化「隱藏式課程」。
2.增進研究能量
(1)延攬國內外頂尖人才任教之具體成效。
(2)建立跨領域優秀研究團隊。
(3)研究設備之整合與效能提升。
(4)教師評鑑及獎勵淘汰機制。建立以教學為主或以研究為主的多元升等管
道，強調多元價值，並設定適當指標，讓教師能分別在教學、研究及服務
工作之間，依個人的能力、興趣作選擇，適才適所地發揮所長。
(5)醫學各領域之年輕教師發表論文於國際頂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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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動國際化
(1)推展跨國雙學位制度。
(2)教師積極參與重要國際學術組織並主動擔任關鍵角色。
(3)培養教師及學生國際觀，並提升國際競爭力。
(4)建立完善之訪問學者制度及配套措施。
4.促進產學合作
(1)促成實質合作研究團隊進行技轉，帶動國家整體生醫產業與經濟之發展。
(2)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疾病篩檢、防治及治療等技術與服務，嘉惠民眾。
5.畢業生表現指標
(1)醫學院畢業生參加專技高考或執照考試通過率及就業情形。
(2)醫學院學士或碩士班畢業生繼續升學(包含出國進修)之情形。
(3)畢業生職場表現之評價。
6.師生之社會評價與貢獻
(1)推動醫學專業素養及人文關懷，辦理楓城利他獎。
(2)協助政府針對新興疾病及感染症防治。
(3)加強醫學院師生對社會之關懷，寒、暑假提供偏遠地區、弱勢團體及災民
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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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工學院肇始於 1943 年的「臺北帝國大學」工學部，目前所屬單位包含土
木工程、機械工程、化學工程、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等 5 個系所
及環境工程、應用力學、建築與城鄉、工業工程、醫學工程、高分子科學與工程等
6 個獨立研究所，這些學系與研究所主要以教學及研究為基本任務，但因應日益重
要的國際化趨勢與提升國內產業技術使命，亦擔負協助國際交流與建教合作責任。
工學院基於產官學研合作任務需求，另設嚴慶齡工業研究中心、水工試驗所、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製造自動化研究中心、船舶技術研究中心、石油化學工業研究中心、
奈米機電系統研究中心、身心障礙者輔具工程研究中心、海洋技術研究中心、策略
材料國際研究中心、碳循環永續技術與評估研究中心等 11 個研究中心，這些研究
中心除了扮演院內相關研究整合角色，也提供了全校性跨領域合作研究平台。工學
院醫學工程學研究所已於 91 年 6 月 1 日校務會議通過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未來五年擬更名為「醫學工程學系」，並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增設。
本校工學院自創設以來，一直以「先達到亞洲一流、再邁向世界頂尖」為發展
方針，在全院師生的共同努力下，院務持續蓬勃發展，不論教學、研究、服務各方
面，表現均極為出色，早已成為國內工程領域的龍頭。過去 8 年，在教育部「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下，工學院更如久旱逢甘霖，展現出大幅進步的活力，為
了加速落實「亞洲一流、世界頂尖」的發展方針，96 年度經院務會議討論，訂定
工學院之願景：
「成為世界一流的工學院」
，教育目標則為：
「教學與研究相輔相成。
在教學方面，積極改進課程規劃，提升教學品質，培養具備基礎科學知識與專業技
能、工程倫理與社會責任意識以及國際視野與領導能力等綜合素養之優秀工程師與
工程研究人員，以配合國家建設與科技發展之需求。在研究方面，積極發展工程相
關之重要專業領域，基礎與應用並重，加強與社會各界合作，提升研究成果的質與
量，使各領域皆能達到國際一流水準，並居國內學術界領先地位」，由此確立工學
院的總體發展目標。

二、現況說明
本校工學院所屬 5 個學系及 6 個獨立研究所合計擁有學生 5,078 人及專任教師
267 人，全院各系所皆設有博士班。目前學生包含學士班 2,189 人、碩士生 1,959
人與博士生 930 人，教師包括教授 185 人、副教授 52 人、助理教授 30 人。工學院
及其所屬各系所之主管產生方式，係以最有利於院系所務推動之主管產生制度為方
向，並不斷順應時空變遷適時檢討修訂。
工學院現有空間合計 95,190 平方公尺，除了工綜館建築由工學院辦公室、機
械系、材料系及其他系所共同使用，其餘系所分散在校園不同館舍，新興建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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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的土木研究大樓、環研大樓及獲教育部補助即將興建的工綜新館。
本校工學院為了實現「成為世界一流的工學院」願景並達成既定之教育目標，
於 94 年經院務會談選定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 Washington-Seattle)工學院為標竿學
院。因工學院近年來進步快速，在國際評比上已經超越美國華盛頓大學工學院，103
年 4 月 23 日院務會談選定更具挑戰性之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院為標竿學院。工學院
最近在各項國際學術評比表現如下：在英國 QS 2014 年世界大學學門排名，臺大工
學院總排名第 37 名，4 個與工學院工程相關的領域中，臺大都是國內最優，其中
又以化工領域排名最佳，世界第 27 名，機械領域第 34 名，土木領域排名第 35 名，
材料領域排名第 44 名，今年臺大共有 22 個科系領域排名前 100 大，10 個科系領
域排名前 50 大，其中工學院就占了 4 個(詳表 1)；相較於東京大學工學院總排名第
13 名、化工領域排名第 7 名、機械領域第 10 名、土木領域排名第 4 名、材料領域
排名第 17 名，本校工學院尚有努力空間。在上海交大工程/技術與電腦科學世界 30
強大學排名，本校工程領域排名均在 30 名內，東京大學工學院則未進入前 30 強，
因此本校工學院仍有競爭優勢。然而值得警惕的是本校工學院在上海交大工程/技
術與電腦科學世界排名過去均在兩岸三地排名第一，然而中國大陸、新加坡及香港
近年來急起直追，目前已逐步趕上本校，以中國大陸（含香港）為例，2013 年僅
香港城市大學排名第 25，領先本校工學院(第 26 名)，中國大陸則完全未進入前 30
名，2014 年則不僅香港城市大學排名第 24 名，中國大陸首度有清華大學（第 20
名）、哈爾濱工業大學（第 21 名）、上海交大（第 27 名）進入前 30 名，而本校工
學院則退至第 30 名，為了使本校工學院重新居於領導地位，工學院針對各系所執
行邁頂計畫成果將更加強考核，亦期望本校在資源分配及經費投入特別考量。未來
本校工學院將繼續以東京大學工學院為標竿學院，在其他競爭項目及國際聲望方面
努力，以達成世界一流工學院的願景。各系所亦分別就其專業領域選定標竿系所，
全力衝刺，期望在 5-10 年內迎頭趕上，達成「亞洲一流、世界頂尖」之目標。
表 1：臺大 22 個科系領域在 2014 年英國 QS 世界大學 Subject(學門)之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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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WOT 分析
針對本校工學院相較於國內競爭對手工學院及國外知名大學工學院發展上的
優勢、弱點、機會及威脅，工學院亦進行全面檢討及深入分析，以作為推動各
項教學、研究、國際化與產學合作業務的依據。
1.優勢(S)
(1)擁有全國素質最佳的工科學生。
(2)教師水準優秀，且教學研究熱忱高。
(3)與產業界合作密切，有利於爭取研究經費並提供學生產業資訊。
(4)工程領域完整，具跨領域合作優勢。
(5)本校為全國標竿學校，亦為世界所知名，可營造有利的國際化環境。
2.弱點(W)
(1)研究論文在質的表現相對於量的表現有較大改善空間。
(2)教學研究空間及儀器設備相較於競爭對手工學院仍明顯落後。
(3)教師單獨研究能力強，但整合研究意願較低。
(4)客觀條件仍難以吸引世界級頂尖人才任教。
3.機會(O)
(1)提升研發成果的質與量。
(2)落實工程教育認證及各項課程改進規劃，鼓勵教師檢討改善教學效果。
(3)善用跨領域合作優勢，建立國際級中心。
(4)協助新進教師儘早發揮研發能量。
(5)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4.威脅(T)
(1)國內工學院數量暴增，政府資源被稀釋。
(2)少數大學之工學院研究水準急起直追，部分領域甚至領先本校工學院成立
較晚、規模較小之相關系所。
(3)貴重儀器逐漸老舊，且維護人力不足。
(4)經濟蕭條影響產學合作績效。

(二)重要成果說明
本校工學院自 95 年度起由於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經費補助，使得
過去院務發展所面臨的弱點與威脅獲得許多改善，更在各種教學及研究軟硬體
設施上得到充分的補強，其他諸如國際化與產學合作方面，亦展現很明顯的提
升績效，除了更穩居國內工程領域龍頭地位，亦拉近與國外知名大學工學院的
差距。茲列舉數項重要成果說明如下：
1.吸引優秀學生進入本校工學院就讀
本校工學院的競爭優勢之一在於擁有全國最佳素質的工科學生，為了持續掌握
此一優勢，近年在教學措施及招生策略上力求改善，以吸引優秀學生報考。
2.改善教學環境與硬體設施
本校工學院過去由於經費限制，在教學環境以及硬體設施較難作大幅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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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不僅影響上課品質，亦造成老師及學生的困擾，更間接影響優秀學生就
讀相關系所的意願；利用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術領域全面提升經費，工
學院近年來已經針對國際演講廳、大型階梯教室、電腦教室以及一般教室作
了徹底的改善，獲得師生甚至家長很好的迴響，同時也全面更新教室桌椅及
其他教學環境設備，添購ｅ化設施，對於教學效果的提升有很大幫助。
3.落實教學品質評估
教學成果考核一直是工學院相當重視的院務工作之一；各系所在 95 年度前
均已接受第二次教學評鑑，工學院本身已於 96 年 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第二
次接受評鑑，102 年 5 月 6 日及 7 日接受第三次教學評鑑。針對優良教師選
拔，工學院自 96 年度起首先採用電腦網路投票，使參加評選學生人數提高
至八成，增加統計樣本的可信度。此外，土木系、機械系、化工系、工科海
洋系、材料系、環工所、應力所、工業工程所、醫工所及高分子所分別於 95-97
年度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的「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通過此認證後，對
於學生畢業後在國內外求職及考照均有極大助益，其認證過程所建立各項制
度對於教學品質與績效之提升有極正面之效果，此可由本校工學院各系所教
師上網公告之專業課程大綱及相關教學資料的完整性與嚴謹性明顯驗證，已
通過工程認證的部分系所在 98-102 年陸續再接受期中查證。工學院及所屬系
所均設置有課程委員會，定期針對各系所開授之課程，進行檢討並審核課程
規劃之合理性及教學成效。
4.提升研究成果的質與量
研究成果表現是本校工學院在全國居於領導地位的主要條件之一，亦是與國
外知名工學院的競爭機會之一，由圖 1(工學院之國際期刊 SCI 論文發表數量
統計)可看出工學院教師的論文表現極為亮麗，近 3 年平均每年發表 SCI/SSCI
期刊論文 1,055 篇，102 年更提升至 1,136 篇，平均每位教師發表論文數高達
4 篇。相對於論文數量的大幅成長，雖然所發表期刊的平均影響指數亦有明
顯進步。由圖 2 所呈現工學院教師近年來申請本校傑出期刊(領域排名前 15%)
與優良期刊(領域排名前 40%)論文獎勵的人數及篇數均穩定增加，顯示論文
品質亦在不斷提升，但如與國內一些研究成果表現較佳的工學院相較，本校
工學院在部分工程領域的論文被引用數及平均影響指數仍有加強空間。2013
年因研發處修改獎勵辦法，限制特聘人員申請傑出優良期刊獎勵而有降低，
本院實際發表傑出優良期刊論文仍保持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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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工學院之國際期刊 SCI 論文發表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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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工學院教師申請傑出期刊與優良期刊獎勵人數及論文篇數統計

5.成立「工學院貴重儀器中心」
本校工學院過去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之一在於部分精密貴重儀器已經老舊，相
較於國內幾個競爭工學院及國外知名大學工學院不僅擁有各種現代化貴重儀
器，更不斷投入經費更新或引進更先進設備，工學院教師的研究能量受到極
大影響。在本校及院經費支持下，工學院近年來已新購多項貴重儀器設備，
包括：原子層堆積系統(ALD 系統)、200KV 場發射鎗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TEM)、場發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熱分析儀(DSC)、多功能 X 光繞射
儀(XRD)、光電子化學分析儀(ESCA)、小角度 X 光散射儀、大型五軸加工機
及聚焦離子束儀(FIB)、原子力顯微鏡等，對於提升工學院的研究水準有很大
幫助。為了使這些貴重儀器更有效利用，並藉此促進跨領域合作，101 年成立
「工學院貴重儀器中心」，並建立網頁，彙整全院貴重儀器中英文簡介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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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涵蓋儀器主要規格、功能、用途及負責系所老師與技術員，提供全院、
全校及國外夥伴學校，作為未來推動跨院系合作甚至國際合作的硬體平台。
6.協助新進教師啟動研發能量
為了確保教學研究的動力及成果延續，本校工學院近年來新聘 50 餘位極有
潛力的優秀年輕教師，這是工學院未來要維持研究水準不斷成長，以及進一
步突破發展瓶頸的關鍵要素。因此工學院及各系所在教學、研究及國際化方
面均針對這些新進教師給予各種經費補助，目的在於協助其啟動教學及研究
能量，儘早在國內外各個學術領域展現其競爭力。因應工程領域的多元化與
前瞻性發展，工學院未來亦將檢討規劃系所間教師員額相互支援與流通，以
加速增聘符合尖端潮流及特殊領域需求的新進教師。
7.配合行政院推動「強化工業基礎技術發展」
本校工學院與國內各頂尖大學、典範科技大學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集合國內
業界與學界成立「全電化都會運輸系統基礎技術發展聯盟」，建立「全電化
都會運輸系統基礎技術學程」之跨校雲端教學平台，與聯盟學校、國內電動
車輛業界及研究法人單位合作，共同舉辦智慧電動車輛創意競賽，以提升國
內各大學師生對於智慧車電技術研發與實作能力培養之重視。

全電化都會運輸系統基礎技術
車輛業界、馬達業界、驅控業界
關鍵零組件業界

工研院
基礎學理
提升至
產業技術

車用電動動力系統基礎技術發展聯盟
馬達耦合設計分析平台
動力系統與車輛虛擬測試平台

關鍵技術
紮根於
學理研究

技職型大學

研究型大學

關鍵技術之學理性分析設計
實作型人才培育
實作科技學程

關鍵技術之學理性分析設計
研發型人才培育
研發創意學程
7

全電化都會運輸系統基礎技術合作開發聯盟架構圖
8.加強建教合作計畫
對於產學合作，由圖 3 可以看到工學院近年來從科技部與企業建教合作計畫
取得的研究經費均超過 10 億元，雖然近年金融風暴引發經濟蕭條及產業經
營艱困，對於產學合作有些影響，但基本上還能夠保持無明顯下降之趨勢，
且不乏較大型的產學合作計畫。例如：工學院在 97 年度獲得兩項相當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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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性的大型產學合作計畫：(1)由沙烏地阿拉伯阿布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所提供
之「全球研發伙伴研究中心獎」(Global Research Partnership CID Award)，3
年合計補助 450 萬美金。(2)由科技部補助之「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
中心」大型計畫，3 年合計 1 億 5,000 萬元。
圖 3：工學院之科技部及建教合作金額

9.鼓勵專利申請與技術移轉
工學院除了在學術性的研究有傑出表現，對於與產業發展密切關聯的應用性
研究投入亦不遺餘力，圖 4 顯示過去 8 年技術開發成果獲得發明專利數均保
持穩定，對於創新技術落實到產業應用的技術移轉成效顯示在圖 5，平均每
年技術開發成果包括專利 77 件、技術移轉 38 件，平均技轉金額 1,154 萬元，
其中 2009 全院獲得國內外發明專利合計 50 件，雖較 2008 年減少，但技術
移轉由 2008 年 34 件大幅增加至 2009 年 42 件，技轉金額亦由 2008 年 1,109
萬元增加至 2009 年 1,504 萬元，顯示專利品質及實用性已顯著提高。
圖 4：工學院之國內外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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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工學院之技術移轉統計

10.營造有利的跨領域合作機會
檢視本校工學院在教學、研究、產學及國際化的優異成果，重要原因之一在
於跨領域合作優勢，因此各單位的和諧融洽與各領域的相互了解是工學院成
長與發展的關鍵，為了提供良好的全院交流平台，工學院自 95 年 1 月起將
原有每月 15 日發行的「臺灣大學工學院簡訊」電子報全面改版，內容涵蓋
「活動預告」、「最新消息」、「恭賀」、「院內貴儀介紹」及「研究成果分享」
等專欄，其中「活動預告」專欄除了針對院內近期舉辦重要會議及師生活動，
亦公告各系所當月邀請校內外人士的專題演講；「院內貴儀介紹」專欄則每
期介紹一件工學院各系所目前擁有重要貴重儀器設備的功能、用途、操作實
例以及負責教師與技術員，以達到資源共享目的；「研究成果分享」專欄更
是為了促進院內教師對相互研究領域的了解，增加彼此合作機會，每期刊登
4-5 位教授最近發表論文的摘要及最精彩結果。此一每月利用電郵方式寄送
發行的「工學院簡訊」，以最經濟方式使全院師生了解工學院的最新動態，
同時發揮了教學、研究及聯誼的互動功能；所有已發行的「工學院簡訊」則
保留在工學院網站，可供隨時點閱，藉以瀏覽工學院近期的生活點滴及各種
教學研究資訊。此外，工學院 98 年度已完成工綜館及各系所館舍全面裝設
電子看板，分別由院部及各系所即時公告其最新活動訊息，工綜館主要電子
看板亦附帶介紹院內貴重儀器及教師重要研究成果。
11.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因應學術國際化的發展趨勢，本校工學院在近年除了針對院內各館舍辦公
室、教室、實驗室、研討室、教授研究室及其他生活空間，全面裝設中英文
雙語門牌，更積極推動英語授課，圖 6 顯示過去 8 年工學院全英語授課的課
程數呈現穩定增加趨勢，近年更是每年均接近 100 門，在全校僅次於文學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工學院自 98 年度起開始規劃在應力所及土木系開設全
英語授課之碩博士班工程學程，土木系與化工系亦有相當完整的英語授課專
業課程。在推動跨國雙學位制度方面，工學院目前已有約 10 位學生獲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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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國科諾博勒大學(Grenoble Ⅰ)、Montpellier 第二大學及 Cachan 高等學院
博士雙學位，多位正修習 Grenoble Ⅰ大學、Montpellier 第二大學、Cachan
高等學院及荷蘭台夫特(TU Delft)科技大學博士雙學位，另有數位學生正修習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碩士雙學位、南卡羅來納大學學士加
碩士雙聯學位及芬蘭奧魯大學(University of Oulu)博士雙學位。本校工學院於
主導及鼓勵學生出國交換，交流及攻讀雙學位之努力上已有顯著成果。由於
學生個人之考量，有部分交換名額並未用完，是未來可再加強鼓勵之方向。
另外，本校工學院也推動選派學生暑期到美國南卡大學、日本東京工業大
學、馬來西亞之馬來亞大學以及香港科技大學修習暑假短期課程，不僅可增
加學生國際視野，增強語言溝通能力，亦可獲得學分。此外，工學院除了配
合本校國際事務處推動校級國際交換學生， 102 年度總計已與美國伊利諾大
學香檳分校、密西根州立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南卡羅來納大學、
奧瑞岡州立大學、休士頓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韓國高等科學技術學院、香
港科技大學、比利時根特大學、大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廣西大學、
北京科技大學、西北工業大學、日本大阪大學、東京工業大學、山形大學、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法國聖艾蒂安礦業大學之工學院
(或校、或相關學院)簽訂交換學生協議。同時，工學院每學年舉辦交換生甄
選說明會，並於每年 12 月間甄選學生前往就讀。工學院在英語授課、跨國
雙學位及國際交換生的努力也已經獲得回應，由圖 7 可看到近 8 年來包括就
讀學位國際生及交換國際生人數均呈現大幅度直線上升趨勢。
工學院師生參與國際活動亦極為熱烈，102 年 2-7 月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總計
318 人次，舉辦 36 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96 年 3 月由亞洲、大洋洲 12
所頂尖大學工學院成立之「亞洲大洋洲頂尖大學工學院聯盟(Asia-Oceania
Top University League on Engineering, AOTULE)邀請本校工學院葛院長及電
資學院貝院長出席第一屆聯盟院長會議，簽署成立聯盟備忘錄，其後第二至
第七屆亦均積極參與，本校工學院更獲得 2009 年第四屆的大會主辦權，於
同年 12 月圓滿舉辦 AOTULE 院長會議及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受到聯盟各校
高度肯定，這對於提高本校工學院國際知名度將有重要意義。2013 年工學院
由陳文章副院長代表參加，於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舉辦之會議，各校除擬加強
網 路 教 學 合 作 ， 並 擬 推 動 雙 學 位 等 合 作 ； 陳 副 院 長 並 獲 選 為 Steering
Committee 之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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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工學院之英語授課課程數統計

圖 7：工學院就讀學位國際學生數及國際交換學生數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工學院在 94 年執行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初期即經由院務會談討論，選定美
國華盛頓大學(Univ. Washington- Seattle)工學院為標竿學院。因工學院近年來進步快
速，在國際評比上已經超越美國華盛頓大學工學院，103 年 4 月 23 日院務會談選
定更具挑戰性之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院為標竿學院。回顧本校工學院過去 8 年在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下所累積教學、研究、國際交流及產學合作之成果，顯示各
方面均有很具體顯著的進步，未來除了必須維持各項指標的成長趨勢，更要針對發
展瓶頸尋求突破。為了達成此一極具挑戰性的任務，目前已擬定「工學院 10 項發
展計畫」，作為未來的努力目標。
(一)完成工綜新館興建。
(二)同步提升研究論文的質與量。
(三)目前擬定並積極推動 3 項可突破優勢領域：1.綠色化學製程及其關鍵材料技術、
2.尖端奈米材料與奈米結構元件研究、3.精密加工與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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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招生第二類組工學院 5 學系平均排名進入前 10 名。
(五)建構優質學習環境與完善教學設施。
(六)確保高品質教學成效。
(七)持續擴展國際學術交流業務。
(八)積極推動國際交換學生及跨國雙學位協議。
(九)落實創新技術成果，加強產學合作。
(十)加強學生工程法律、工程倫理及人文社會科學素養。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工學院 10 項發展計畫」均以過去成果統計的數據趨勢作為後續成長依據，
未來將結合全院各系所力量，並充分利用本校跨領域合作優勢，逐一達成各項量化
及質化指標。

(一)發展策略
1.加速推動工綜新館興建工程並規劃空間作最有效使用。
2.工學院過去在論文發表數量已有顯著成長，未來將以提升論文品質及學術影
響力為發展重點。策略上除了維持近年來國際期刊論文成長趨勢(圖 1)，同
時將重點置於提高傑出期刊(前 15%)與優良期刊(前 40%)獎勵的申請人數及
論文篇數(圖 2)。
3.挑選重點領域全力投入，並善用本校及工學院跨領域專長及設備整合的優
勢，同時藉由教師員額相互支援與流通及有效運用，增聘在這些具突破性領
域有國際競爭潛力的師資，更進一步鼓勵與國際頂尖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合作
機會。重點領域係以成為國際領先為目標，目前擬定並積極推動 3 項可突破
優勢領域：(1)綠色化學製程及其關鍵材料技術、(2)尖端奈米材料與奈米結構
元件研究、(3)精密加工與檢測。
4.配合招生策略，繼續突顯本校工學院各系所教學研究特色與就業潛力，同時
加強對在校生課業及生活的關懷與輔導。
5.加強現有教學設施更新及維護，並將重點置於未來工綜新館空間規劃及硬體
強化。
6.持續落實工程教育認證、教師聘任、評估與升等的嚴謹審查、教學優良教師
選拔以及教學效果評鑑等既有措施，同時強化院及系所課程委員會對於課程
開授及成效的檢討與審核功能。
7.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及主辦各種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其中本校工學院主辦 2009
年亞洲大洋洲頂尖大學工學院聯盟(AOTULE)第四屆大會。
8.維持近年來工學院在就讀國際學生數及國際交換學生數的成長趨勢(圖 7)，
同時繼續推廣跨國雙學位成功經驗至其他國際頂尖大學。
9.鼓勵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充分利用本校研發處推廣措施，同時強化嚴慶齡
工業研究中心及其他任務型研究中心的產學合作窗口功能，並主動積極媒介
教師與產業界的交流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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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利用跨院合作或通識課程方式開授工程法律、工程倫理及其他與人文與社
會科學相關課程。
11.落實邁頂計畫工作小組功能，加強考核各系所執行邁頂計畫成果。
12.醫學工程學研究所已於 91 年 6 月 1 日校務會議通過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學
系」，未來五年擬更名為「醫學工程學系」，並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增設。

(二)執行方式
1.工綜新館目前已完成細部設計，103 年度開工興建，將積極進行各項工程作
業及相關募款事務，同時協調各系所針對未來空間使用及空間分配進行完善
規劃。
2.針對研究論文發表數量成長率的維持，將持續實施工學院論文發表獎勵辦法
(不限 SCI 論文等級)，並要求各系所每年彙編教師研究成果目錄。針對論文
品質的提升，則將繼續更新工學院各系所發表論文數量、被引用次數、平均
影響指數及高引用論文的統計分析，同時以本校學術成果獎勵統計為指標(圖
2)，鼓勵教師投稿傑出及優良期刊論文，必要時研擬配合獎勵措施；此外，
補助新進教師研究經費，以加速其啟動研發能量，同時經由教師員額相互支
援與流通，增聘具國際競爭力新血，亦列為重點工作。
3.針對目前所擬定 3 項可突破優勢領域：(1)綠色化學製程及其關鍵材料技術、
(2)尖端奈米材料與奈米結構元件研究、(3)精密加工與檢測。將在邁向頂尖大
學全面提升計畫經費與以支持，並加強與國際相關領域交流及合作。此外，
工學院並將經由現有貴重儀器的共用機制作為跨領域合作硬體平台，以及利
用不同工程背景教師專長互補作為跨領域合作軟體平台，培養其他可能的國
際級研究領域，例如：「綠色製程研究」、「能源科技研究」、「奈米材料科技
研究」及「智慧生活科技研究」等領域均具有突破潛力。針對這幾個具突破
性重點研究領域，本校工學院除了協助其進行跨系所或跨院整合，訂定目
標、策略、KPI 及考評機制，並將在空間及經費上給予必要的支持。
4.工學院目前已有 3 學系在大學招生第二類組排名進入前 10 名，未來將更積
極宣導工學院 5 學系特色及其就業潛力，鼓勵舉辦各種高中科技研習營隊，
同時要求各系所檢討必修課程，並主動關懷在校生課業及生活狀況，另外配
合招生策略應用，使 5 學系平均排名列於前 10 名。
5.過去幾年工學院國際會議廳、大型階梯教室、一般教室及電腦教室均已完成全
面整修，並添購各種 e 化教學設備，未來除了持續維護現有教學環境及更新硬
體設施，更將以工綜新館空間的有效率使用及充實現代化教學設施為重點。
6.本校工學院大部分系所均已陸續通過工程教育認證，未來仍將定期接受認
證。此外，工學院從 95 年起開始辦理網路投票選拔教學優良教師，提高參
加評選學生至八成，增加樣本數及統計結果可信性，未來仍將持續辦理。
7.利用本校學術領域全面提升方案及國際交流計畫經費補助教師與學生出席
國際會議及競賽，並鼓勵參與或主辦各種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此外，工學院
自 2007 年起積極參與亞洲大洋洲頂尖大學工學院聯盟(AOTULE)活動，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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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2009 年第四屆大會，配合 AOTULE 聯盟要求，目前亦正在整理工學院貴
重儀器與教師研究專長目錄，提供聯盟作為相互交流及合作研究資訊。
8.96-102 年度本校工學院總計已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密西根州立大
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南卡羅來納大學、奧瑞岡州立大學、休士頓
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韓國高等科學技術學院、香港科技大學、比利時根特
大學、大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廣西大學、北京科技大學、西北工業
大學、日本大阪大學、東京工業大學、山形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馬來
西亞馬來亞大學、法國聖艾蒂安礦業大學之工學院(或校、或相關學院)簽訂
交換學生協議，並徵選學生前往就讀及接受外籍生來校就讀，成果極為顯
著；此外，工學院在推動本校與法國 Grenoble Ⅰ大學、Montpellier II 大學及
Cachan 高等師範學院的國際雙學位績效良好，目前更推展到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南卡羅來納大學學士加碩士雙聯學位、芬蘭奧魯大
學博士雙學位。未來將把這些成功經驗擴充到其他國際頂尖大學。
9.鼓勵教授將創新技術成果申請專利，並充分利用本校研發處推廣措施加強技
術移轉(例如本校與宏碁公司之協助技轉協定)，相關成果及技轉訊息定期於
工學院網站、工學院簡訊及工綜館電子看板報導，同時主動媒介及協助教師
與產業界的交流互訪與技術合作，並積極爭取政府機構各種產學合作研發補
助計畫。
10.結合法律學院、文學院與社科院充實工程法律及工程倫理課程，並強化學
生人文與社會科學素養。
11.舉辦各系所執行邁頂計畫成果觀摩會，並經由邁頂計畫工作小組審查會議
加強考核各系所執行邁頂計畫成果。
12.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申請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乙案業於 91 年 6 月 1 日
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附帶決議應於員額及空間需求確無問題後，才准予正
式成立。目前在空間方面：「生醫工程新館」預訂於 103 年竣工。屆時將有
足夠空間，因應大學部之成立。員額部份：經過多年努力，員額已達"附帶
決議"之 18 名要求。而目前本所實聘專任師資有 16 位，已符合部定 11 人以
上之要求。依教育部最新規定，系所須同一名稱，故將系名更為「醫學工程
學系」。此一更名符合本所較偏向臨床醫學工程研究與應用之教學研究方
向，且目前國內並未有「醫學工程學系」，本所將開創先河，為國內第一所
「醫學工程學系」。

五、預期效益
(一)工綜新館延遲 10 餘年未能興建，造成工學院各系所相較於國內其他競爭對手極
大劣勢，終於獲得教育部經費補助即將興建，將可紓解教學研究空間不足問題。
(二)工學院近年來研究論文數量大幅成長，各領域大致均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但
是在平均影響指數及被引用次數方面仍有努力空間，未來經由同步提升論文量
與質，將可更加落實工學院邁向「亞洲一流，世界頂尖」的發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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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由跨系所及跨院整合優勢，至少在目前可突破之研究領域：「綠色化學製程
及其關鍵材料技術」、「尖端奈米材料與奈米結構元件研究」、「精密加工與
檢測」達到世界領先水準，另外亦培植其他具有國際級潛力的研究領域，例如：
「能源科技研究」、「生醫材料」及「智慧生活科技研究」，將有助於本校邁
向頂尖大學。
(四)擁有全國素質最佳的學生是本校工學院與國內外工學院競爭的最大優勢，爭取
工學院在大學招生排名進入前 10 名可以確保此一優勢。
(五)教學環境與硬體設施的改善不僅可以有效提升教學品質，對於吸引優秀學生報
考本校工學院各系所亦為極大誘因。
(六)工程教育認證可以協助工學院各系所建立更有效的教學評估制度及嚴謹的課程
規劃，另外配合教學優良教師選拔及教學效果評鑑，並強化院及系所課程委員
會的檢討與審核功能，可以確保教學品質。
(七)補助師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以及參與或主辦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可提高工學院
國際知名度，並爭取更多國際合作機會，對工學院學術水準提升將有正面意義。
(八)推動國際交換生及國際雙學位，對於擴展學生國際視野與增強國際觀有很大幫
助，藉此也可以提高本校工學院國際知名度及促進跨國學術交流。
(九)經由專利、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可以落實教師的創新研發成果，協助國內產
業技術提升，同時亦藉著良好的產學互動關係，訓練學生實作能力與產品市場
概念，並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十)因應社會變遷，工程科系學生需要更全方位的工程教育，工程法律、工程倫理
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均不可或缺。

六、考評
工學院為執行邁頂計畫，已訂定「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行
管控與績效評鑑辦法」，並根據此辦法成立「工學院學術領域全面提升策略發展委
員會」及「工學院學術領域全面提升工作小組」
，定期考核所擬定之「工學院 10 項
發展計畫」實際達成進度與績效，其進度考核是以「二、現況說明」所列舉過去幾
年的成果統計數據(圖 1 至圖 7 預估後續成長目標值作為量化考評查核點，對於質
化考評則單純以目前所擬預定執行工作項目的落實為指標，不論量化或質化考評，
均至少每年由「工學院學術領域全面提升策略發展委員會」查核 2 次，確實檢驗進
度達成率，並針對未符合指標之項目檢討落後原因及執行困難，由「工學院學術領
域全面提升工作小組」討論尋求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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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化指標
量化項目

國
際
化

研
究
計
畫
及
技
術
成
果

97 年 98 年 99 年

目標值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就讀學位國際生數

52

70

102

109

105

132

135

國際交換學生數

64

71

94

101

153

108

110

經簽約且含有計畫經費之國際
合作計畫件數

13

15

12

8

10

10

10

100

89

76

94

94

87

90

27

25

35

24

36

23

30

國外學者來訪人次

338

267

386

480

438

572

600

專任教師人數

255

262

266

270

265

267

270

國際論文篇數(SCI、SSCI、A＆HCI)

910

992

1,073

1,053

975

1,136

1,100

國際重要期刊編輯人數

107

115

128

147

144

236

250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34

40

50

56

62

79

90

國內外院士人數

10

11

14

14

14

16

16

科技部計畫件數

393

422

382

405

425

412

430

科技部計畫金額(百萬元)

551

623

524

566

563

638

650

建教合作計畫數

294

315

274

275

315

315

320

建教合作計畫金額(百萬元)

580

608

453

413

427

456

400

國內專利數

72

33

28

42

63

73

45

國外專利數

17

18

20

25

26

37

25

技術移轉件數

34

42

53

43

54

52

35

技術移轉金額(百萬元)

11

15

16

12

23

12

25

英語授課課程數
重要國際會議主辦數

教
學
及
學
術
研
究
成
果

現況值

(二)質化指標
1.延攬國外頂尖人才任教之具體措施及績效。
2.提高新進教師創始經費之補助額度。
3.加強教師評鑑及獎勵淘汰機制。
4.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1)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專題研究。
(2)教師授課大綱及教材上網率。
(3)學生對教學成效滿意度。
(4)發展新教材及標準化成就評量工具。
(5)鼓勵編寫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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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學生國際化視野的具體策略與成效
(1)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流。
(2)補助學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3)促成學生赴國外學術機構短期研究及產業界實習。
6.推動教育的國際化認證與持續改善機制的建立
(1)推動各領域工程認證。
(2)推動檢測實驗室 ISO 驗證。
7.協助教學或研究成效推動之具體措施及成效
(1)加速推動工綜新館興建工程。
(2)學生英文寫作能力的提升與文稿的修改。
(3)大型分析儀器與製程設備的統籌管理與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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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含獸醫專業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
(一)單位功能簡介
本校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以下簡稱生農學院)可追溯自日據時期 1928 年的臺北
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至今已有 86 年發展歷史。為了因應國家、社會和經濟大
環境的變遷，過去 12 年來，生農學院積極致力於轉型，並參考先進國家發展
經驗與趨勢，以及社會發展需求，91 年將原「農學院」院名更改為「生物資
源暨農學院」。院內各系所亦陸續更名，並調整教學與研究方向：89 年，農
機系更名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增加生物機電學術研究及教學領域；90
年，農工系更名為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增加生態環境工程學術研究及教學
領域；92 年，植病系更名為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增加微生物學術研究及
教學領域；93 年，森林系更名為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增加森林生物、森林
環境學術研究及教學領域；94 年，畜產系正名為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相關教
學與研究調整為生物科技、生殖生理、遺傳營養、育種統計、經營管理及機能
性產品加工；97 年，農業推廣學系更名為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此外，
亦於 95 年增設生物科技研究所、96 年增設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分別致力於
生物科技和臨床動物的更深入研究和發展；並於 97 年成立「獸醫專業學院」，
以因應社會生活趨勢的快速發展與需求。98 年持續推動系所轉型，園藝系更
名為「園藝暨景觀學系」，並成立「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和「分子暨比較
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於 100 年招生。
本校生農學院現有農藝、生工、農化、植微、昆蟲、森林、動科、獸醫、農經、
園藝、生傳、生機等系，以及食品科技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臨床動物醫
學研究所、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和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共 17 個
系所，研究與教學橫跨理、工、電資、生科、醫、公衛、社會、管理等各領域，
為綜合性學院。另設有 8 個附設單位，支援各系所之教學與研究，分別為農業
試驗場、實驗林管理處、動物醫院、山地實驗農場、農業陳列館、農業推廣委
員會、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和水工試驗所。另為整合院內各領域研
究資源，促進跨領域研究合作，並積極爭取院外經費來源，充實研究所需軟硬
體設備，提升整體研究水準，成立共同儀器中心、生態工程研究中心、食品與
生物分子研究中心、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生物能源研究中心、植物醫學
研究中心、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和動物癌症醫學研究中心等 8 個院級
中心。101 年與衛福部共同成立國家級「國家食品安全教育暨研究中心」。

(二)總體目標
1.培育農業科學、生物科技、永續環境與生物產業與社會經濟相關領域之專業
及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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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研發生態環境及糧食安全體系之政策與相關科技，並發展健康產業，提
升生活品質。
3.發展創新性之農業生產與生物科技，創造臺灣和國際社會、經濟、環境、科
技永續發展利基。
4.推動跨領域合作(如生醫、電子、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育)，以發展前瞻性之生
物科技與健康產業。

二、現況說明
(一)教學方面
目前本校生農學院各系所專任教師人數合計 243 人，其中教授 125 人、副教授
68 人、助理教授 48 人、講師 2 人(102 年)；約占全校教師數之比例為 11.89%。
本校生農學院透過「教師員額管理」制度(95 年 2 月起施行)，8 年來成果如下：
占缺助教人數，由 13 人減為 2 人(98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若聘任助教，則不准
新聘教師)；占缺兼任教師人數，由 7.25 人減為 0 人(99 年 2 月 1 日起，兼任不
得占缺)，專任教師人數由 232 名，增至 243 名。自「教師員額管理」制度實
行以來，共計新聘專任教師 91 名；103 學年度各系所新聘作業中者 10 名；97
年起新聘 4 位外籍教師，朝國際化方向往前持續邁進，顯見本校生農學院透過
「教師員額管理」制度積極進行專任教師人力之檢討和補實，對於教學與研究
品質有相當大的幫助。
102 年生農學院各系所學生合計 3,893 人，其中大學部 2,338 人，碩士班 1,123
人，博士班 432 人；生農學院所占全校學生數比例，近年已緩步下降，其生師
比為 16.02；近 5 年生師比約在 15.5 與 16.5 之間，近年來有趨緩下降的趨勢。
102 年生農學院大學部新生(含僑生分發)錄取人數 642 人，註冊人數 570 人，
註冊率 88.78%，若未含僑生分發，註冊率為 92.25%。
102 年生農學院大學部學生轉系申請人數 99 人，占一年級學生數的 18.33%，
核准人數 58 人，占學生數 10.74%；申請轉入人數 85 人，占一年級學生數的
15.74%，核准人數 42 人，占學生數 7.78%；102 年淨轉出率為 2.96%。
有關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入學方面，102 年碩士班入學人數 468 人，學生來源中
本校學生占 41%，外校學生占 59%。
近 5 年生農學院的每年平均畢業學生數，大學部學生約 470 人，碩士班約 350
人，博士班約 55 人。
近 5 年之開課數目平均每年開課數約 2,790 門；近 5 年的開課數呈現上升趨勢，
每年平均增加 80 門課。另若以學期來看，近 10 學期之開課數目平均每學期開
課數在 1,395 門左右。近 5 年和 10 學期，生農學院平均每年約開授 72 門通識
課程，每學期平均約開授 36 門通識課程。
在課程整合方面，生農學院已陸續設立 7 個學分學程，提供學生在各領域更強
化之課程與更紮實之訓練，各學程名稱及主導系所或單位如下：
1.生物統計學程(農藝系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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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態工程學程(生工系主導)。
3.休閒事業經營管理學程(生傳系主導)。
4.傳播學程(生傳系主導)。
5.食品科技學程(食科所主導)。
6.保健營養學程(食科所主導)。
7.生物產業自動化學程(生物產業自動化教研中心主導)。

(二)研究方面
生農學院近 5 年來建教合作計畫數總共有 3,030 項，平均 1 年有 610 項，每年
計畫數量約占全校之 20%。
近 5 年每年計畫經費金額平均約在 6 億 9,000 萬元左右，生農學院建教合作計
畫經費約為全校之 15%；平均每位教師每年計畫經費約為 290 萬元。計畫經費
來源分別為國科會、農委會、衛生署、經濟部水利署和其他單位。在國科會計
畫方面，近 5 年每位教師每年平均計畫數約 0.82 個。
生農學院近 8 年來教師發表論文篇數情形，其中發表於 SCI 和 SSCI 期刊之論
文，由 94 年的 270 篇至 101 年的 483 篇，成長 213 篇，成長率約 79%。每人
平均篇數逐年成長，由 1.16 篇(94 年)增加到 1.93 篇(101 年)。

年度

專任
教師數

SCI/SSCI 期刊論文數
SCI

SSCI

總計

獲獎
教師數

頂尖
論文

傑出論文
Top 15%

優良論文
Top 40%

獎金
金額(萬)

1

45

43

341

47

71

377

56

64

438

94

232

267

3

270

95

237

295

3

298

48

96

242

324

5

329

64

97

246

409

13

422

66

98

247

401

15

416

82

79

83

561

99

247

445

18

463

87

92

79

618

100

249

458

20

478

97

115

69

713

101

250

461

22

483

110

119

84

793

1

1

近 5 年有 10 位教師獲得國科會傑出獎，另有 10 人次教師獲得國科會特約研究
員。食科所吳瑞碧教授獲國際食品科技聯盟院士，孫璐西教授獲選國際食科聯
盟之科學委員會委員，劉仁沛教授榮獲美國統計學會(ASA)會士。

(三)產學合作方面
生農學院教師陸續創新研發出具有商品化潛力或技術轉移之成果，各功能性中
心以個別訪談的方式，鼓勵老師將其創新研發成果商品化或技轉，進行專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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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專利組合布局。在營養基因體技術研發上，發掘具保健功效之標誌基因群
組與功效反應途徑，協助進行產品機能性之評估；此舉除了能使產品更具說服
力，且提高商品化及技轉的成功率外，營養基因體技術的應用也可做為研究平
台，增加跨院系所教師合作研究之機會。

(四)國際化方面
生農學院近 5 年教師出國進修人數共 22 人次，平均每年約 2%教師出國進修，
其中大部分經由國科會提供之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內外進修管道進行。
交換學生方面，生農學院近 5 年總共接受 14 人，送出 46 人，近年已有明顯增
加的趨勢。交換教師方面，生農學院 5 年接受 44 人，送出 18 人。
生農學院國際化程度相當重要的指標─招收外籍生方面，近 5 年每年平均接受
學士班學生 180 人次、碩士班 9 人次、博士班 8 人次，合計每年約 200 人次外
籍生，近 5 年在研究所之學生人次有逐步增加的趨勢。
生農學院近 5 年來已分別與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普渡大學、德州農工大學、
法國皮朋工程學院、法國里爾高等農業學院、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法國
農業研究院 Nancy 研究中心、捷克南波希米亞大學科學院、荷蘭萊登大學、荷
蘭尉藍騰應用大學、福建農林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廈門大學生命科學院、
廣西大學農、林、動科、生科院、中國農業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農業與生物學
院、青島農業大學、日本千葉大學環境健康田野中心、總和研究大學先導科學
研究科、菲律賓列特州立大學農學院、尼泊爾特里布文大學農業與動物科學院
等簽訂學術交流合約。

(五)空間方面
本校生農學院目前各系所空間，其中 4 個系所之空間嚴重不足，其他部分系所
建築物已相當老舊，亟需加以更新。
單位 m2

生農學院空間嚴重不足館舍面積統計表(2012.1)
需求面積

目前

超過或缺少

合計

使用面積

面積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5,744

4,888

-856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4,391

4,129

-262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704

5,489

-4215

生物科技研究所

525

系所

(無專用場館)

為因應 4 個系所之空間嚴重不足，將於生命科學館對面(舟山路以北)農綜大樓、
共同教室大樓以東、水工試驗大樓以西、園藝實驗室以南規劃興建「農業生態
環境大樓」，基地面積約 4,500 平方公尺。另為解決部分系所建築物老舊問
題，將於農場內規劃興建「生物資源綜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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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0 學年度院務評鑑建議
1.整體發展的相關建議
(1)以前瞻思維的情景分析以勾勒發展策略。
(2)加強社會科學開發需求導向新創產業。
(3)增加思考的訓練，以激發創新的能力。
(4)以擴大就業機會為目標的學程及科研設計。
(5)新興農業服務業的技術與管理的研發。
(6)海外市場開發的知識管理及研發及運作模式。
(7)協助政府規劃及推動政策的相關研究。
(8)跨系合作以支援層次為多，建議繼續推動更正式的合作機制。
(9)國際合作可強調「互利」方能長久。
(10)更多的學生出國機會。
(11)設定更遠大的目標帶動高等教育的品質與效益
2.行政管理面的具體建議
(1)鼓勵跨領域專題討論的參與，擴大知識的基礎。
(2)設計農業的通識課程，加強對農業的基本認知。
(3)設計跨院學程，培育領導菁英。
(4)吸收國際師生建構多元文化的環境。
(5)強調轉譯研究有效應用基礎科學的知識。
(6)導入永續科學，開發評估方法與指標。
(7)開發節能減碳的相關理念與技術，融入新農業技術評估方法。
(8)宜適度調整院內課程，提供學生國際交流之機會。
(9)發揮主導優質生農高等教育的功能形成典範。
(10)反應及改進經費彈性應用的必要性，建議由 20%彈性運用著手。
(11)重視社會對「臺大行政效率不彰之觀感」，設法提升各系所的行政支援。
(12)院方對空間的改善或可依實際狀況作適時的規劃。
(13)對社會科學相關兩個系所需作轉型調整，符合農業及生農轉型的趨勢。
(14)生農學院長程發展或可以生產履歷之安全生產，提升安全存糧自 30%至
50%及生物能源之開發為目標。
(15)強調爭取經費的相關發展計畫。
(16)功能中心的評估與下車機制的建立。
3.教學構面的相關建議
(1)繼續推動跨領域學程的發展，並實踐學位學程的構想。
(2)設置農業經營管理的領域單位，由院部主導，整合相關科系的資源。
(3)培育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及支援體系，因應未來農業環境的改變。
(4)加強數位化教導、設計教材，並突破智財的限制。
(5)發展農業服務業的經營人才，整合相關系所的專業能量及人才素養。
(6)以國際合作為基礎培育農業的國際觀及適應多元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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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發展跨院的互動機制，加強對社會科學、人文素養、設計創新、資訊產業
等學門的基本認知及整合能力。
(8)師生比稍高，有增聘師資的空間。
(9)依學生興趣發展學位學程，培育頂尖人才。
(10)學程規劃強調學生問題導向的思考能力，而不增加額外添加之學分。
(11)可更重視學生的意見及需求而反映在策略及學程規劃中。
(12)強調在地的生農議題。
(13)在各領域議題上，作更明確的聚焦。
(14)標竿有其功能但也應強調本身的特色。
(15)成立社團、舉辦活動，提升學生的領導及執行能力及創意。
(16)增加教學評量的機制。
4.科技研發構面的建議
(1)由領域導向的議題規劃逐漸轉變為問題導向的解決方案。
(2)擴大目標對象，將政府、農企業、消費者、國際關係納入成為利益關係人。
(3)將公權力的操作所需之知識、技術列為研發目標之一，提升農業公共行政
的品質。
(4)鼓勵宣導農業理念及對外溝通的相關研究，爭取社會的認同。
(5)加強海外農業資訊的整理及研究協助農業發展國際空間。
(6)應用資訊技術及生物技術，提升農業科技研發的效率，縮短研發時程。
(7)生物產品的品質規格、分級、認證、檢驗等相關技術，提升農業的競爭力。
(8)開發生態環境的綜合性技術，以期成為一新興產業。
(9)論文發展宜向提高品質努力。
5.服務構面的相關建議
(1)目標對象的多元化。
(2)依產業型態調整服務內容。
(3)「推廣」人員需有專業及溝通兩種基礎訓練。
(4)協助創新為服務項目之一，生物產業需有設計的服務。
(5)發展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以充分利用生農學院的優勢。
(6)產業化管道不夠暢通，建議建立交流平台，了解產業需求。

(七)SWOT 分析
1.優勢(S)
(1)隸屬臺大，具有優良傳統、良好形象，易吸引優秀人才。
(2)農學領域之學術研究具國際水準(學術論文之影響度約為國際平均值，農
業科學領域論文排名 62 名、論文引用次數排名 64 名(2011 年)。依據「2012
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臺灣大學於農業農學領域內，排名全球
34 名；其中在高影響期刊論文數方面，排名更居全球第 7 名。
(3)教學和研究領域涵蓋面廣，院內橫跨理、工、電資、生科、醫、公衛、社
會、管理等各領域，跨領域整合相對比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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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進教師多，學生素質高，學術風氣自由。
(5)可利用之教學和研究資源豐富(8 個附設單位及 9 個研究中心)。
(6)校友成就高者甚多，分布於各行各業。
2.弱點(W)
(1)創新求變精神仍有提升空間。
(2)建築老舊、分散，教學和研究環境非常不好。
(3)課程太多，教學負擔重，課程整合度仍嫌不足。
(4)教學與研究之支持人力(職員與技術人員)不足，配置未臻理想；人事制度
欠靈活，效率偏低。
(5)就國際化而言，外籍學生比例仍低。
(6)就大學部學生而言，學生對農業領域之興趣及信心仍嫌不足。
3.機會(O)
(1)臺大追求學術卓越，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之決心。
(2)政府 5 年 500 億經費之補助政策。
(3)政府重視國際化之政策有利本校生農學院發展。
(4)政府與民間重視生物技術產業、休閒產業、健康產業、保健產業之發展。
(5)政府與民間重視生態環境和綠色政策。
(6)生物資源及生物多樣性等新的相關研究需求增加。
(7)全球對糧食來源充足和糧食供應與安全之重視。
4.威脅(T)
(1)世界其他國家大學之相關學院整合快速，大幅提升競爭力。
(2)面臨區域內其他國家尤其是大陸投入極高經費於同質領域之競爭。
(3)傳統農業產值仍偏低，社會大眾對傳統農業缺乏興趣，加上傳統農業之就
業市場萎縮，以致對農業發展以及該學院之認知有所偏差。
(4)農業相關領域之研發經費遞減，中研院等其他學術單位積極發展相同領域，
引發資源之競爭。

(八)各系所核心價值
1.農藝系：追求卓越、邁向頂尖，引領臺灣新世代的農業發展；提倡利他精神，
共創富麗農村，成就永續農業。
2.生工系：應用高科技工程技術以改善或保護生產、生活、生態環境之專門學
科，學域規劃為「水土資源經營與生態工程」、「永續環境規劃與綠建築設
計」二大領域，以生物技術、工程方法、系統分析的思維與方式，整合力學、
數學、工程、生態及生物等各領域之科技，落實自然資源、生態保育及生物
科技發展，開創永續發展之環境，並期許畢業學生達到核心能力，培育生物
環境工程領域之基礎建設及一流研究人才。
3.農化系：培育學生具運用創新農化知識和技術解決環境、土壤及農業生產等
問題，並建立一個安全和友善環境，發展健康及永續的高經濟效益農業生產
系統，以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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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微系：培育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專業人才，以解決植物病害問題及開發應用
微生物多樣性資源。
5.昆蟲系：教學與研究的三大核心：蟲害管理、生物多樣性、細胞及分子生物
學，主要依據教師之研究與教學專長進行規劃與分組，不但符合世界昆蟲學
研究趨勢，也是昆蟲系核心的教學與研究目標，順應世界潮流，兼顧傳統與
現代昆蟲學的研究發展。教學核心設計，除基礎昆蟲學之教學外，並同時融
入分子生物學、蟲害管理、自然生態保育、微生物學及神經生物學等教學內
容，培育高級科學人才，以應現代社會之需要。核心研究方面，本系教師不
僅依其專長努力精進，同時也與國內外專家合作，將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
應用於蟲害管理、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育各方面之研究。
6.森林系：追求卓越之林學及林業教育與研究，以維護全球環境與確保自然資
源之永續。經專業教育與創新研究，本系將拓展森林生態系統知識，增進生
物材料產品價值，保護環境並提升其品質，以達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為任務。
7.動科系：配合時代變遷，因應社會需求，重新檢討教學研究方向，訂定「動
物生產永續經營」為本系核心價值。配合核心價值，也重新擬定新的教育目
標及研究方向：
(1)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以「乳牛、豬、家禽、伴侶動物、實驗動物」為課
程主軸，培育具備動物飼養管理能力、熱中科學研究、符合產業需求、兼
顧動物與人類福祉，並具備有健全品格、關懷社會及國際觀的人才。配合
教育目標，也大幅修正課程。
(2)研究方向：配合核心主軸「動物生產永續經營」，研究以動物健康、環境
健康及人類健康為三大方向，動物健康包含動物飼養管理、動物營養、動
物福祉及試驗動物模式；環境健康包含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節能減碳綠
色牧場；人類健康則包含動物產品安全、加工製造及機能產品開發。
8.獸醫專業學院：培育專業獸醫師及動物健康醫療與疾病防禦之研究人才。
9.農經系：為全國唯一的「農業經濟學系」，其存在之核心價值在培育國家永
續發展所需之農業政策決策人才及農業相關之企業管理經營人才，並從事農
業經濟相關領域之課題的研究分析，適時提供國家社會解決或改善農業相關
問題的政策或策略建議。
10.園藝系：根據本校與生農學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為依歸，制定園藝系
目標係以培養整體專業園藝職能之人才為理念；而且本系培養學生之核心能
力，同時兼顧學生就業必須具備之專業知能，以及個人生涯發展之社會知能。
Horticulture 一字拆解開來，Hort 即為園藝的縮寫，也就表示園藝學系必須具
備的專業知識；Culture 則有文化、栽培、養成的意思。由於 21 世紀的現代
青年，面對的是瞬息萬變的科技時代，因此本系學生所培養之核心能力，不
僅要具備園藝科學的專業知能(Hort)，更須兼具滿足社會知能之人文素養
(Culture)，才能以獨立、創新、熱忱、負責、合作的態度，引領新時代發展。
11.生傳系：依循本校核心價值「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之理念，本系關切農
業生產、人類生活與社會永續發展等多元面向，並著重行銷傳播相關理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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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及整體社會發展等學術研究重點。專業課程特色在於讓學生了解整
體社會變遷、農業發展趨勢及全球脈動，訓練學生具備生農產業認知與視野
外，並能掌握消費者需求與消費型態、生產者的生產方式和設計，以便對生
產者和消費者進行及時而有效的傳播(包括行銷、技術、科學、教育與文化等
傳播)，俾能提高生產者的效能並滿足消費者需求。本系也培養學生轉譯科學
知識並利用有效媒體工具教育一般大眾與生活相關之重要科學知識(包括科
學傳播、知識傳播與風險傳播)，期能培養產業行銷傳播專業人才，投入相關
產業，達到改善社會環境，提升生活品質與永續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
12.生機系：特色在跨領域的整合與應用，符合新時代的大趨勢。本系以生物
產業為名，而生物學涵蓋植物、動物、微生物、醫學與生態等五大領域，意
味著不單以單純農作物之生產、處理，疾病之預防、治療或人類之自身利益
作為學系教育上的應用目標；而是憑藉自然與生命全方位思維的啟發為人類
的健康福祉、經濟發展與永續生存來發展新興生物產業相關工程技術與教育，
讓人類可以活得更長、活得更好，這就是本系的核心價值。
13.食科所：宗旨為「培育我國食品工業及教育研究機構所需之高級食品科技
人才」。教學：以培養具有保健營養知識之食品科技人才為教育目標。碩士
班的教育目標是「培育我國在食品科學與技術領域所需之學術研究與產品開
發人才」；博士班的教育目標是「培育我國在食品科學與技術領域所需之學
術研究與產品研發之高級人才」。研究：注重創新，進行具應用價值之基礎
研究或具理論基礎之應用研究。服務：對本所國際聲譽有助益之學術活動，
以及公益性服務。優先順序為：有益於人群或國家者，有益於整體食品相關
產業者，有益於機構單位或個別公司企業者。
14.生科所：生物科技是國家未來發展重點方向之一，亦為行政院選定之六大
新興產業之一。然而，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之「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計
畫」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人才培育方案」均指出，臺灣生物科技人
才的培養目前面臨之問題包括：缺乏跨領域專業知識、國際視野與國際交流
經驗不足、產學脫節。因此，為因應我國生物科技研究與產業的發展趨勢，
本所以培育生物科技產業所需之人才為目標，以培養專業研究能力、提升科
技新知與跨領域理念、強化國際化能力為辦學重點。師資由動物、植物及微
生物三領域組成，開設課程全數以英語授課，各領域學生共同以英語進行專
題討論及相關專業課程，每學年開設跨領域科技新知課程，每學年進行產業
訪問。無論教學與研究，均展現本所之跨領域、國際化、產業化的核心價值。
15.植醫學程：植物醫學相關的培訓單位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目標無非是培
養全才的植物醫生，提供農業生產之植醫專業服務(包括診斷、鑑定及處方)
與諮詢的服務，並滿足相關產業或政府單位的人力需求。本學程為我國唯一
授予碩士學位的植物醫學單位，相對於大學部的訓練，本學程核心價值在訓
練頂尖研究、經驗導向以及熱心服務三位一體的植物醫生，並提供跨領域的
植物醫學教育訓練平台，確保未來植保相關之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甚國外
相關農企業中都能有具備「全科」知識的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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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系所亮點論述
1.農藝系：「作物分子育種」為亮點研究，結合生物資訊和生物統計學，進行
臺灣重要作物之基因體學研究，全力累積分子育種學與作物生理學之系統性
知識，引領臺灣新世代的耐逆境作物改良。
2.生工系：應用科學分析及工程方法，降低自然界的水土相關災害，在水文氣
象模擬、洪水及土石流災害預報、氣候變遷影響、極端條件的風險評估、災
害減緩及災害資訊平台整合等研究領域表現傑出。
3.農化系：了解土壤物理與化學特性及使用奈米科技，處理土壤中重金屬及農
藥殘留等污染問題，能有效地改善土壤品質。隨著進一步環境毒物的連續監
控，以及利用土壤微生物與植物營養需求特性，成功生產富含機能性成分的
稻米及健康安全作物。另外，利用現代生物技術了解微生物的生理及遺傳特
性，研發新型抗病源微生物方法，改善農產品品質，提高農作物的附加價值，
維護人體、農業與環境間之共存共榮。
4.植微系
(1)柑橘黃龍病(citrus huanglongbing，HLB)：洪挺軒教授。柑橘黃龍病是當
前世界最著名的作物蟲媒流行病，由寄生於靭皮部的特殊細菌所引起，本
系研究此病已逾 60 年，在病因鑑定、病害快速診斷、蟲媒特性、病菌演
化與綜合防治技術等研究與技術上，均領先於世界，幫助臺灣的柑橘產業
可以持續提升品質及產量，成果享譽國際。20 餘年來，許多東南亞國家
長期持續派員來臺灣學習重要的 HLB 防治技術及經驗，藉以幫助各國的
柑橘產業減少 HLB 的危害。1990 年就曾透過本系之協助，臺灣設計並捐
助 建 造 的 防 蟲 溫 室 給 越 南 國 家 植 保 研 究 所 (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做為該國柑橘原種保存中心之用，並傳授檢疫技術，成功開展
學術外交。此一建築設施提供果農健康無毒的種苗使用，柑橘生產立即得
到改善。近年來，此一成功的模式也繼續推展至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
菲律賓、印尼、寮國、緬甸等國，技術援外工作從未間斷。HLB 自 21 世
紀開始更進一步席捲美洲地區，2004 年南美洲的巴西首次發現 HLB，這
是西半球 HLB 的第一次報導，之後即在美洲迅速蔓延，2005 年入侵美國
佛羅里達州，2008 年入侵加勒比海國家，2009 年入侵中美洲，2012 年美
國加州也發現病例，HLB 已讓美洲柑橘產業大受威脅。而自 2008-2009
年入侵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後，以燎原之勢重創其柑橘產業。由於這些
國家許多與臺灣有正式外交關係，自 2011 年起友邦主動透過中美洲農牧
衛生組織(簡稱 OIRSA，為正式的官方聯盟)的主導，向臺灣求助防治經驗。
我國外交部自 2013 年起透過「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
會)成立為期 5 年的援外計畫，名稱為「強化中美洲區域柑橘黃龍病整合
性防治技術計畫」，與 OIRSA 共同提撥 650 萬美元，以本系為主體組成
臺灣專家團隊，針對 OIRSA 轄下各國(包括墨西哥、多明尼加、薩爾瓦多、
巴拿馬、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貝里斯、尼加拉瓜等)提供防治技術傳授
與種子人員訓練。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的種子人員訓練，共計 8 國 2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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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來臺接受技術訓練，學成返國後，旋即在中美洲成立多個「臺灣黃龍
病學堂」，拓展教育宣導與防治工作。此援外計畫目標希望達到：協助友
邦建立健康柑橘種苗之繁殖及 HLB 綜合防治技術，改進繁苗與田間管理
方法，重建中美洲各國的柑橘產業。
(2)植物菌質體(phytoplasma)：林長平教授。生農學院由植微系林長平教授與
生技所陳仁治教授及林詩舜教授共同組成之植物菌質體研究團隊，針對植
物菌質體與其宿主間的交互作用從不同面向進行合作研究。植物菌質體為
特殊植物細菌病原，其不具細胞壁且無法以人工培養基培養。此類病原可
在植物宿主上造成花朵葉化、簇葉、枝條增生等特殊病徵，且已在世界上
造成上千種植物病害，對經濟作物造成危害。然而由於培養的困難，目前
對其造成病徵以及植物抗病之機轉仍有很多未知。臺大植物菌質體研究團
隊以本土的日日春黃化病植物菌質體及花生簇葉病植物菌質體為研究模
式，研究其與其宿主日日春間的交互作用。目前已發現此病原可在日日春
上誘發系統抗性，且此一系統抗性似乎與 NPR1 及 NPR3 參與的系統性
誘導抗病(systemic-acquired resistance, SAR)相關，且已於日日春上成功建
立病毒誘導基因靜默(virus-induced gene silencing, VIGS)系統，在未來對抗
病基因之功能性研究與篩選上提供重要之利器；此外，在探討花生簇葉病
植物菌質體誘導植物花器葉化之交互作用研究上，針對轉錄體與微型核酸
進行高通量基因定序，並配合微型核酸晶片與降解體分析，已完成建立
ContigViews 轉錄體資料庫暨生物資訊分析平台。此平台亦支援校內其他
研究團隊相關研究，提升其研究能量，至今已有 20 種非模式物種轉錄體
資料庫於此 ContigViews 平台運行。目前本團隊持續針對日日春中可能
參與植物菌質體誘發之系統抗性的轉錄因子進行篩檢與分析，並期能利用
轉錄子研究深入探討受植物菌質體感染之有病徵部位與無病徵部位之抗
病反應的異同。此外，亦積極開發更易進行遺傳與分生研究的植物模式。
本團隊所得之研究成果已發表數篇在植物病理與生理領域的傑出期刊，並
陸續榮登 MPMI 及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 封面照片。
(3)臺灣蟲草(Cordyceps formosana)：曾顯雄教授、沈湯龍副教授。許多的蟲
草類真菌，如西藏蟲草及北蟲草，是著名的傳統中藥，經常用於免疫調節，
性功能障礙，抗病毒，呼吸道症狀，糖尿病以及近年來於抗腫瘤的用途上。
雖然臺灣蟲草於 1981 年首度由 Kobayasi 和 Shimizu 於臺灣發現描述，直
到最近我們的研究團隊再度於臺灣採集、培養並進行研究，包含以 ITS、
Polymerase II 等基因序列進行臺灣蟲草的分子鑑定和類源分析，以次世代
定序技術和生物資訊學分析對其全基因體解序和註解分析，以 HPLC 和質
譜儀進行其二級代謝產物的比較分析，人工組織培養，以及利用研究團隊
的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和疾病動物模型已建立之平台進行臺灣蟲草在癌
症、過氧化、高血糖、高血脂等的保健和治療的功效驗證，並證實並不遜
於西藏蟲草及北蟲草。除此之外，對於正常的動物細胞及動物本身並無明
顯毒性，顯示臺灣蟲草將是對人類健康的改善上可開發的新(藥)資源。

257

【參之十八、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4)牛樟芝：曾顯雄教授、沈湯龍副教授。牛樟芝屬於臺灣特有菌種，寄生於
臺灣特有樹種-牛樟。由許多實驗已證實，牛樟芝具有抗腫瘤、提升免疫
力、抗病毒、抗高血壓、降血糖、保護肝臟等功能，因牛樟芝含有多種特
殊成分，如多醣體、苯類、superoxide dismutase、三帖類等。由於其功效
及天然產生數量稀少，使得市面價格昂貴，進一步造成野生牛樟樹及牛樟
芝被嚴重盜伐。有鑒於此，本系研究團隊對牛樟芝的菌種鑑定、基因圖譜、
代謝產物分析、代謝體基因轉殖工程、抗癌功效及分子機轉、免疫調節能
力進行研究。目前已經開發出牛樟芝分子晶片，可提供快速精準的分子鑑
定；已經獲得牛樟芝全基因體圖譜和轉錄體學資訊；建立牛樟芝以乙醇萃
取之代謝產物之 HPLC 分析標準圖譜；選殖出特定二級代謝產物參與酵素
基因並建立菌類基因轉殖技術；以癌症細胞生物學以及動物模型進行功能
性試驗，開發出具有醫療活性代謝產物。
5.昆蟲系：以昆蟲之蟲害管理、生物多樣性及細胞與分子生物學為主要研究重
要領域。各學群亮點論述：
(1)蟲害管理學群：臺灣於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為了確保國
際合作及國際貿易之利益，植物保護議題成為關鍵角色，「蟲害管理」課
題必須有新的思維與作法；因此，本學群計畫目標將積極開發對環境友善
的農藥，如生物農藥、誘引劑或忌避劑來取代傳統的化學農藥；另一方面，
進行昆蟲抗藥性的研究以開發早期準確偵測的分子工具，以減少抗藥性的
產生，使得可以有效的應用農藥。我們將以篩選具殺蟲效力之天然植物來
源及針對標的害蟲如斜紋夜蛾及東方果實蠅的誘引劑為目標。此外，入侵
紅火蟻的蟲害管理也是目前臺灣相當重要的議題，過去 7 年由本系主導之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對紅火蟻之防治已有顯著之成效，我們將邀請
國外的火蟻專家來臺訪談並交換研究心得，以達圍堵之最終目標。
(2)生物多樣性學群：探討形態測量、分生技術及生態資料在分類學上的應用，
將昆蟲分類朝向多元的系統發展，除了能將成果進一步地應用在法醫昆蟲
學上外，亦可應用於重要害蟲偵測鑑定與預報技術之開發，是結合昆蟲分
類多樣性研究與刑事調查應用的新興學科。我們將積極參與昆蟲標本數位
典藏及臺大博物館群相關計畫，建立標本館軟硬體更新及數位化標準流程，
建置標本查詢資料庫，並與國內外博物館進行國際交流合作，蒐藏散佚海
外之昆蟲模式標本數位資訊，並加值應用數位化資料於昆蟲科普教育上。
(3) 細 胞 與 分 子 生 物 學 學 群 ： 除 繼 續 提 升 本 系 功 能 基 因 體 學 (functional
genomics)、演化生物學(包括發育演化學與視覺演化學)的研究水準外。本
學群也將探討昆蟲抗藥性之分子機制，另外昆蟲與病原體之相互基因調控
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
6.森林系
(1)自 20 世紀以來為國內林學教育領頭羊及林業科學研究重心。
(2)開創國內林學教育先河，系友遍布各校森林相關學系、林學研究機構、政
府相關部門，為國內林學教育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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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豐富多元分成森林生物、森林環境、生物材料、森林資源保育與管理
4 個教學領域，並搭配野外實習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
(4)教師專長多元，易於協調合作，形成森林生物、森林環境、生物材料、資
源保育及管理等跨領域整合研究團隊，發揮最大研究能量。
(5)擁有國土 1%面積的實驗林，具備完整森林生態系分布，物種豐富林相完
整，且有長期實驗記錄，提供最佳教學及研究場所。
7.動科系
(1)「小耳種李宋豬」為特有品系：已發展為不同型糖尿病實驗動物模式，並
開發出 SPF 豬，建立中大型實驗動物模式以供生醫研究，未來將積極進
行保種命名登記。
(2)轉殖基因螢光豬：適合用在各種實驗動物模式，將來擬將其小型化，更容
易操作使用。
8.獸醫專業學院：教育出能夠尊重動物生命、保護動物健康、解除動物痛苦、
維護畜產品來源的安全、促進公共衛生、增進醫療知識，並與人類醫學合作，
以創造人類最大之福祉之獸醫師。
9.農經系：為國內唯一的農業經濟學系，著重於農業相關之國內外行銷貿易分
析、農業相關之科技經貿環境變遷的影響及農業政策相關方面之研究，包含
經貿自由化對我國農業影響評估、新興農耕技術對我國農業影響、國內農業
發展與政策調整方向等，以產業發展與農企業管理、資源與環境經濟以及農
業政策研究作為未來發展之三大重點。農業經濟學系暨研究所應用經濟學及
企業管理理論於農業部門之產業發展、產銷管理、以及農業發展方向與政策
之問題研析。舉凡農場管理、農產運銷、農產貿易、農業金融、農業發展、
農業政策、農業法規制度等方面的議題，都是農經系鑽研的專業領域。除了
一般大學部與碩、博士研究所，農經系也開設全英語學程，提供國際學生修
習碩士學位。此外，農經系也設有碩士在職專班，提供具實務經驗的農企業
經營者進修的管道。未來將繼續朝「農業政策、制度與法規」、「農產運銷、
貿易與消費」、「生產與管理經濟」及「資源與環境經濟」等研究領域發展，
與我國當前重要的農經議題相關且環環相扣的領域積極發展，持續提升教學
與研究品質。
10.園藝系
(1)農產品與衍生加工製品鑑別技術，獲得四項發明專利、發表 SCI 期刊論文
十餘篇。目前持續研究園產品機能保健性狀之機轉，並開發加值產品，以
提升我國園產品之附加價值。
(2)植物生物技術方面，獲得十六項發明專利及三項新型專利。
(3)開發園藝植物與菇蕈中可活化動物免疫作用的功能性蛋白質：從金線連、
茯苓、銀耳、靈芝、樟芝與雲芝中選殖免疫調節蛋白質，可活化小鼠之免
疫作用。
(4)蝴蝶蘭栽培之產業化研究：探討蝴蝶蘭之養分吸收分配、光合作用與採後
生理，以調節產期、提升品質，促進我國蝴蝶蘭產業之發展。

259

【參之十八、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5)園藝植物與景觀之養生研究：利用園藝植物與景觀，提供樂活，促進人類
身心健康。
(6)都市生態綠化研究：改進綠化技術，評估綠化效益，建立都市綠網，推動
永續都市綠化。
(7)室內植物與景觀草本植物之栽培、生理與育種。
(8)蔬菜生產生理研究：蔬菜之嫁接、開花與環境逆境生理探討。
11.生傳系：教研亮點係以：「農業科學傳播與人才培育」、「農業創新管理
與行銷傳播」，以及「農鄉發展與生活產業經營」為努力方向。
(1)農業科學傳播與人才培育：本系投入於農業科學傳播與人才培育的教研工
作，以提升民眾對農業科學興趣、增進農業科學素養，並培育新世代的農
業傳播人才。就教學而言，係以案例教學法就農業新聞、農業廣播、農業
節目、農業網站等科學內容及媒體運用進行評析，協助理解媒體特性與科
學傳播的功能，並培養多元媒體的設計與應用人才。就研究而言，係透過
本系教師與農業科學家共同規劃及執行研究專題，深究應用傳播學理與媒
體科技以推廣農業科學知識，及建立民眾正向態度與積極行動之道；此外，
本系教師亦將透過農科專家的整合與互動，深究新世代農業傳播人才的特
質、認知、態度、想像、創造、創新、創業，以及應用傳播能力。
(2)農業行銷傳播與創新管理：在全球暖化趨勢與數位匯流情境下，本系亦持
續投入農業行銷管理、農業政策與社會行銷、國際網絡，與永續經營等整
合性的教研工作。就教學而言，透過案例討論與創意激發，理解農業行銷
傳播的商業模式，以及創新農鄉發展與組織管理的實務經驗，以期順利與
新興的綠色職場生態接軌。就研究而言，本系教師聚焦於農業產銷與全球
化、綠色經濟與消費行為、農產品設計與傳播、農鄉發展經營環境、組織
創新管理等議題。
(3)農鄉發展與生活產業經營：農鄉發展條件來自山林原野滋生的資源稟賦，
衍生出不同的生產、發展與應用類別，也因此，本系將持續投入農鄉發展
與生活產業經營的教研工作。就教學而言，透過案例分享以理解如何將意
圖轉換為策略，將策略轉換為創意，再將創意加以實踐與經營的整體發展
歷程。就研究而言，本系教師聚焦於農鄉發展條件、地方特色建立、農業
文化活動、農產消費行為，以及生活產業經營等整合性議題。因應國內人
口急遽老化，部份教師亦專研高齡生活與農鄉發展的整合議題。
12.生機系：師資陣容堅強、專長多元，教學及研究的範圍橫跨各領域兼顧理
論與實務，師生研究能力強，團隊表現良好，歷年培育甚多專業、跨領域人
才，深受各界肯定。國家重點推動生物技術產業化、永續能源，機器人產業
等政策，而本系從既有的農業領域成果基礎上建立優勢，並進一步拓展發展
精緻農業、農業機器人、生物能源技術、機電整合、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
植物工廠等面向。其中，植物工廠與無線感測兩項與全球發展及社會脈動息
息相關，前者涉及因應糧食危機、食品安全、全球氣候變遷、資源匱乏等議
題，受到國內外的矚目，在國內促成新興產業的形成；後者應用於了解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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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原因的探索等全球共通議題，受到媒體重視，跨國報導關於「蜂狂」之
研究成果；此兩項研究成果成為本系近期的兩個亮點。近期也與台北市立動
物園合作發展可活動與發聲的機器娃娃仿仔協助貓熊媽媽圓圓照顧新生幼
獸園仔，是另一個受到社會矚目的新亮點。研究是辛苦，有時是孤獨的，成
功也無法速成，但連續的小成就可鼓勵士氣，研究的路上有同伴相挺，更是
一件幸福的事。本系教師間、系所間建立跨實驗室的整合研究團隊，對國內
生物產業提供必要的跨領域整合及量產之技術及人才。以下彙整三領域、領
域次群組與對應的議題，譬如：涉及生物生產的生農領域的研發有助於傳統
產業的更新，涉及生醫生技的生醫領域的研發有助於新產業的開創，涉及智
慧機電的仿生領域的研發有助於高科技產業附加價值的提升等。另外在院內
在校內其他系所可以與本系在研究上可互補發展的系所也條列於內，最末欄
所示則為各領域可做適當連結的產業。現階段在仿生/生農/生醫等三領域已
有諸多頗具推廣價值的成果，有望將亮點由點而線而面發展成一片的燈海，
對產業化發展提供貢獻。
13.食科所：現代人們對健康的重視與生活飲食等習慣的改變，「預防保健」
已經發展成避免各種疾病的基本觀念，也因此帶動保健食品躍上主流且日漸
蓬勃發展。針對國人於預防保健概念的需求願景下，國內的醫療政策體系也
漸由傳統醫護治療轉變成醫療與食品保健系統結合的模式，即以預防重於治
療的觀念推動國人對保健預防的重視，藉以輔助預防或改善各種疾病的發生。
因此，保健與機能性食品因而取代原本之傳統食品工業而成為國內重要產業。
因應國人對健康與疾病預防的需求，保健食品之開發與功能性訴求亦傾向多
元化。研究顯示飲食中富含許多天然化合物可藉由不同機制預防、干擾、延
緩或逆轉各式疾病或癌症的形成和發展；故尋找、分離和鑑定飲食中的天然
化合物，並評估其生物活性、分子機制與在生物體內的代謝等，為結合基礎
學術研究與未來保健食品開發的重要策略，並設計具功效之機能性食品。
14.生科所
(1)教學亮點
A.紮實的專業能力訓練：在專業能力養成方面，本所著重一般英語能力與
專業英文寫作及發表能力之加強，所開設的專業課程全數皆以英文授
課。並重視國際視野之拓展，持續舉辦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鼓勵師生
赴國外相關研究室學習、開會或進行研究，並鼓勵接受外籍研究生、國
際訪問學者，以擴大視野與格局。
B.跨領域交流：本所師資結構由動物、植物及微生物三領域專長教師組
成，每學年開設跨領域生物科技新知課程，並積極推動老師之跨組合作
或共同指導研究生，使教學研究產生跨領域性質。
C.產業合作：為加強與產業界的認識與交流，已聘任兼任專業實務教師協
助開設產業技術化相關課程。並邀請產業界科技人員蒞臨演講，每學年
並進行產業訪問。藉此機會，讓學生對生技領域的工作機會與自我學習
規劃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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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亮點
A.動物組：由李宣書、林邵品、宋麗英及蔡孟勳等 4 位教師組成。重要研
究為：李宣書老師成功利用墨西哥蠑螈的再生能力，以次世代高通量基
因定序技術分析與再生相關的轉錄體表現，深入研究細胞之再生與分
化，並配合幹細胞複製技術研究胚胎幹細胞再生等重要議題。林劭品老
師開發分離螢光骨髓間葉幹細胞技術，成功誘導分化成骨細胞、肝臟細
胞及軟骨細胞，並研究其分化的分子及後生遺傳機制。宋麗英老師首次
成功利用冷凍卵母細胞配合體細胞核移置技術，產製高效率且具全能性
之複製胚胎幹細胞及孤雌致活胚胎幹細胞，對於未來再生醫學中，解決
免疫排斥之病人特異性幹細胞之應用與發展及萬能幹細胞機制之探討
及效率之提高，具有重大之意義。蔡孟勳老師利用 SNP 生物晶片找出
可預測合併化學藥物及放射治療成效生物標記，並以次世代定序偵測復
發與不復發的病人的微型核糖核酸，找出和病人復發相關的微型核糖核
酸，進而為降低癌症復發率提供進一步的相關線索。
B.植物組：由陳仁治與林詩舜 2 位老師組成，其研究主要著重於轉錄因子
參與花朵及植物老化等相關研究。並利用微細藻進行生質能源的開發研
究，主要利用基因突變等技術篩選抗逆境之微細藻突變株，以提升藻類
產油及耐逆境等能力。此外，利用植物病毒基因靜默抑制子結合小分子
雙股核酸的特性，結合奈米晶片技術成功的開發可偵測極微量的小分子
核酸，並且具有核酸二級結構高解析度辨識能力。此外，高通量生物資
訊分析平台有助於本所其他老師分析次世代基因定序之大量資料。
C.微生物組：由劉嚞睿、劉啟德、鄭光成等 3 位老師組成。主要致力於環
境保護相關議題之微生物製劑研究。如微生物固氮能力的研究以開發微
生物肥料、臺灣本土新菌種之全基因定序與應用，並以結構生物學進行
酵素之基因工程改造等，此類研究不僅深具學術研究價值，於產業發展
亦具應用潛力。
綜觀本所研究，不僅深入探討農業生物科技重要議題，研究成果亦極出色，
每年均有多位教師獲得本校傑出或優良期刊論文獎勵，林劭品老師與劉嚞睿
老師更分別於 102 與 103 年獲得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之肯定。
15.植醫學程：為全亞洲第一個授予碩士學位的植醫教學研究機構。目前僅屏
東科技大學及嘉義大學設置植物醫學系，其中嘉義大學僅大學部。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標竿學校
生農學院為邁向頂尖大學，將美國伊利諾大學(農業、消費者、環境科學學院)
列為標竿學校；選定其為標竿之原因如下：
伊利諾大學為世界排名第 23 名大學，其農業、消費者、環境科學學院之組織
和規模亦與本校生農學院相近。本校生農學院與伊利諾大學於 2006 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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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進行密切交流、互訪和合作；2007 年 3 月 15 日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雙方就農業與生物工程、天然資源、環境科學與動物科學等創新性領域，加強
師生交換互訪，這項學術交流有助於臺大往世界百大之路向前邁進。根據協議，
伊利諾大學將提供農業與消費經濟、農業與生物工程、動物科學、作物科學、
食品科學及人類營養學、人類及社區發展、天然資源與環境科學、生命科學等
領域之課程供臺大交換學生選修，並提供碩士學程給予臺大學士攻讀碩士學位。
臺大也將提供伊利諾大學交換生暑期海外研習課程及正規課程學習名額。目前
動物科學領域，已和伊利諾大學談妥 5 年內兩校學士、碩士學位的交流方案，
其他 6 個領域也將逐步往這個方向邁進。
由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相當豐富，因此生農學院每年 6 月底至 7 月底舉辦「臺灣
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研習營(Biodiversity, Agriculture & Culture of Taiwan
Summer Program)」，是校內外知名且國際上承認其學分(3 學分)之暑期國際課
程。本課程 2013 年已邁入第 7 年，歷年均有美國伊利諾大學學生參加，本校
生農學院因此取得 2009 年與伊利諾大學春季班交換學生計畫名額 4 名，並已
選派本校生農學院學生赴伊利諾大學就讀與交流；2010 年與伊利諾大學春季
班交換學生計畫名額 2 名；2011 年也獲得伊利諾大學之春季班交換學生名額 5
名；2012 年也獲得伊利諾大學之春季班交換學生名額 4 名；2013 年也獲得伊
利諾大學之春季班交換學生名額 5 名。

(二)發展計畫目標
1.發展學位學程，促進跨領域合作。
2.提供優良與國際化之教學，養成具專業科技素養與國際觀之領導人才。
3.營造優質之研究環境與開闢研究所需資源，以支持具前瞻性與創新性之研究，
提供農業永續發展。
4.整合國內外研發人力，建立跨領域之團隊，提出前瞻研究領域，以擴大研究
成果。
5.提供優質、精緻及安全農產品生產與儲運之創新技術，改善行銷與永續性發
展策略。
6.提供新知識與技術，加強產學合作，促進食品、生態、休閒、健康與生活產
業發展。
7.推廣高效能植物工廠。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教學方面
1.繼續進行教師員額調整
提高教師員額使用效率，執行院員額管理小組決議，各系所不聘助教、兼任
教師不占缺，以進行員額調整。教師退休前一年，即聘請接任教師，避免空
窗期，靈活運用教師員額。各系所新聘教師員額應依系中程發展計畫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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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規劃，包括專長領域、授課規劃、空間配置等，每年兩次送院員額管理
小組審查，並推動跨系所、跨院合聘教師。
以教師員額調整方式，加強聘請外國籍教師。
2.調整系所結構，增設學位學程，以增加吸引力和競爭力
(1)調整系所結構
為提升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就讀本校生農學院之意願，進行相關課程之調整，
並且在課程規劃上強化大學部之教學與研究所之課程與科研銜接。
配合國際發展趨勢，增設各專門領域研究所，整合各專門研究領域之資源
與能量，以提升研究成果，並協助各研究所發展其特色與競爭力。
(2)增設跨領域學位學程
將院原有的學系重新進行相關課程之整合，針對生物資源及農業之需求，
設立跨領域之學士班、碩士班和博士班學位學程，以加強跨領域整合競
爭力。
3.改進入學方式，提高新生素質
(1)為招收志趣相符且更具潛力的學生，有必要就現行入學方式酌予改進。
在大學部方面，可增加申請和推薦之比率；研究所則檢討入學考試科目和
限制條件，調整其錄取率。
(2)針對高中生及其家長加強宣導，積極提供誘因，以吸引優秀學生就讀。2010
年已完成更新各系所及院網頁內容及影片介紹，設置高中生專區，透過呈
現畢業生就業市場、學生口碑等多元化的資訊，充分提供高中生及其家長
參考，積極提供獎學金及交換學生等誘因，以吸引優秀學生就讀。
4.提升學生研究及就業能力
(1)鼓勵大學部學生修習學士論文：透過獎勵辦法之制訂，鼓勵大學部學生修
習學士論文，形成本校生農學院學生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之機制，提高其繼
續於生農學院攻讀研究所的興趣和動力；此舉也能增強教師研究動力與人
力資源。目前，教師指導學生學士論文，已計入授課時數，未來或可列入
教師評估表作為評鑑指標之一。
(2)增加學生修讀各學程的畢業人數。
(3)提高學生課業要求，訂定更多元之獎勵辦法與嚴謹之淘汰機制。
5.擴大教學投入和提升教學品質
(1)每系每年至少邀請一名國外傑出教師共同開課。聘請國內外已具學術成就
之教師加入本校生農學院，或以客座方式短期駐留，或聘請國外資深而願
意提前退休返國服務之教授，帶動生農學院之研究能量，提升教學品質。
(2)持續進行課程之整合：持續進行課程之整合，強化課程每 4 年檢討及改善
機制：強化與發揮院系級課程委員會功能，配合教務處政策，提供教師課
程深化之相關資訊，規劃深碗課程架構，同時建立機制，推動各系所每 4
年定期檢討與改善課程架構。整合學士班課程：為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就
讀意願，將整合現有學士班 12 個學系，進行相關課程之調整，並且在課
程規劃上促使學士班之教學與研究所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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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中研院就博士班之實驗動物學、環境生物學、生物多樣性等學程進行
規劃與合作；生技所與中研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相互合聘教師，共同
指導研究生。
6.培育學生具有整合及領導能力
(1)加強輔系之推動。
(2)加強雙學位之推動。
7.持續推動學生參加國內外各項競賽
學生競賽請系主任和系學會主導參與，每系每年至少形成一個團隊，將依競
賽規模大小給予補助。

(二)研究方面
1.持續推動未來 5 年具突破性研究領域：就未來 5 年具突破性之三大研究領域，
分為十一大項目，由院統籌各系所和各研究中心，以規劃研究，進行突破性
領域之初期建構。
(1)動物科學領域
A.複製動物及動物醫學模式。
B.動物癌症醫學。
C.動物醫學工程。
(2)作物科學與健康產業
A.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
B.環境能量與健康效益。
C.高效能植物工廠。
D.植物健康管理。
(3)生態與永續發展
A.農業與生態監測網。
B.生質能源前瞻研究。
C.生態環境保育。
D.微生物資源及其永續利用。
2.整合十六項跨領域合作計畫：由院統籌各系所和研究中心，就整合跨領域合
作計畫，進行整合型計畫之建構；十六大項目包括：螢光基因轉殖研究、二
氧化碳通量與森林生態長期監測與經營研究、生物多樣性與物種保存、全球
氣候變遷與糧食生產和農業永續發展、農業生態環境品質維護與健康生活產
業、植物基因轉殖研究、中草藥植物之藥物開發與栽培管理、生物農藥、能
源技術、節能減碳能源科技策略、環境能量與健康產業效益關係、生物晶片
與自動化生產、機電整合與機器人開發、農業生物技術政策方向與法規建置、
健康食品之開發與研究、利用高通量病毒誘導基因靜默法建立阿拉伯芥轉錄
因子高解析度調控網絡。
3.持續建構和擴大共同儀器中心儀器整合使用功能，以利研究推動：強化院共
儀中心使用功能，以更有效率和快速提供研究儀器使用之技術諮詢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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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強與國內外知名學術研究機構合作：透過生農學院功能性研究中心，促成
校內外研究人員組成研究團隊，向外爭取經費。加強與國外知名學術研究機
構合作，並與國內中研院、國衛院、各級農業試驗研究單位合作交流。
5.協助新聘教師推動研究：以教師員額調整和使用方式，增加特聘研究講座、
講座教授、特聘教授、研究員、訪問學者之人數；並建制協助新聘教師推動
研究之完整制度，充份提供新進教師創始經費達每人 100 萬元(校院系補助合
計)，以迅速建立其研究能力和能量。
6.對新領域之整合和新提整合型計畫，在人事費及研究設備費提供重點支持，
並要求必要進度、成果績效及積極考核。

(三)規劃附設單位未來發展和功能
1.加強生農學院現有附設單位之教學與研究功能，使之成為學術體系之重要環
節，並善盡社會服務功能。同時定期檢討整合農業推廣委員會、農業陳列館
與農業試驗場的人力，推動成立「農業技術服務中心」，以提高對農企業團
體及個人之專業技術輔導。為達到配合學院規劃發展在政策與技術之對外服
務，將進行技術講習會、農產品檢測分析、土壤肥培管理技術、病蟲害防治
技術與生物醫學領域之技術輔導等。
2.定期檢討農試場、動物醫院、實驗林及山地農場等主要附屬機構在支援教學、
研究及社會服務之功能，並納入 5 年評估機制及主管任期與考核機制，加強
經營績效及成果。
3.生物產業自動化中心和統計教學中心整合成以教學為功能的單位。
4.農試場與人工氣候室、農推會、農陳館整合成以服務為功能的單位。

(四)產學合作方面
1.加強功能性中心之研究能力，以整合院內各專門領域的研究資源，促進跨領
域研究合作，以爭取產學合作計畫研究經費。加強功能性中心之研究能力，
以整合院內各專門領域的研究資源，促進跨領域研究合作，以爭取產學合作
計畫研究經費，充實研究所需軟硬體設備，提升整體研究水準。目前生農學
院已設有共同儀器中心、生態工程、食品與生物分子、人畜共通傳染病、生
物能源、植物醫學、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統計與生物資訊諮詢及
動物癌症醫學等院級功能性研究中心。
2.加強附設單位支援社會服務之功能，使之成為學術體系之重要環結，並善盡
社會服務功能。加強生農學院技術服務中心方面，由農試場負責擔任對外服
務窗口，由共儀中心和食生中心之運作模式進行貴重儀器檢測分析，各系所
將配合提供土壤、農作物、飼料、農產品農藥殘留和堆肥品質等相關之採樣
及檢測分析與病蟲害診斷等服務。
3.選定具發展性及可行性之合作計畫，重點補助，達成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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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化方面
1.締結姊妹校
(1)與「2012 年 APRU Deans Meeting」的合作會員學校聯繫，與尚未簽約的
學校洽談合作並簽署合作備忘錄，繼續保持合作關係。
(2)調查國際間知名農業大學及排名，鎖定幾所目標學校，積極與之洽談合作。
(3)向各系所調查其專業領域在國際間發展較優異的學校，列入積極合作目標。
2.交換學生計畫
(1)針對美國學校之策略：先從參與「2012 年 APRU Deans Meeting」的合作
會員學校開始聯繫、洽談交換學生計畫。透過先前參與過 Deans Meeting
的農學院院長建立交流關係，應較為容易。另外，美國學生對於來臺交換
興趣不高，為吸引美國學生來臺學習，本校生農學院將持續舉辦高品質的
暑期國際課程吸引美國學生來臺學習，以換取更多交換學生名額。
(2)針對日本學校之策略：請本校生農學院曾留學日本的師長協助牽線，嘗試
與日本知名農業大學聯繫，商談交換學生計畫。
(3)針對歐洲學校之策略：本校生農學院目前已有 4 所西歐姊妹校(法國 3 所；
荷蘭 1 所)，因此經本中心主管討論後，建議將未來之中其發展目標放在
與東歐及南歐農業大學建立關係，如：匈牙利、捷克、希臘、西班牙、義
大利等。東歐及南歐的農業也相當發達也各具特色，可以替本校生農學院
學生帶來更多不同的農業體驗。將主動了解、調查東歐及南歐的農業知名
學校及其排名，協助學院開始積極聯繫、洽談。
(4)針對英國、加拿大及澳洲之策略：本校生農學院在與歐洲及日本洽談交換
學生計畫時，時常遇到姊妹校提供之英語授課課程不足的問題，使生農學
院交換學生有交換修課上的困難。英國、加拿大及澳洲皆以通英語，是作
為交換學生計畫很好的潛力合作對象。預計將主動了解、調查英國及加拿
大知名的農業學校及其排名，協助學院開始積極聯繫、洽談。
3.國際學位生招生
(1)主動至國外學校宣傳。
(2)參加國際教育展。
(3)請本校生農學院各系所彙整出各自領域的重要成果，製作成英語宣傳文件，
以各系的研究亮點來吸引國際學生。
(4)以生技所為基礎，發展生農學院專屬之「國際農業碩士學程」，提供國際
學生全英語授課課程，吸引國際學生前來就讀。
4.發展雙學位及雙聯學位
(1)與現有姊妹校進一步商談雙學位/雙聯學位的合作可能性。
(2)將雙方合作時可能發生的學分互認問題，與教務處商討解決辦法。
(3)因歐洲碩士班很多不需要修課，較無學分互認的問題，因此可嘗試與歐洲
姊妹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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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研究生短期研修實習補助
以部分邁頂國際化經費，補助生農學院優秀研究生出國進行短期研修實習。
經費來源組成可以由申請人本人、院方補助、指導老師實驗室及研習地實驗
室，四方共同負擔，以減低學生的負擔。
6.發展交換教授計畫：從本校生農學院姊妹校開始著手洽談。
7.訪問教授、客座教授
(1)鼓勵生農學院各系所師長與其專業領域之專家交流、互訪。
(2)針對日本的學校，可主動提供其住宿及行政費用補助，採取「以小換大」
的方式吸引日本學者至本校生農學院訪問研究。
(3)各系所邀請其領域之專家學者至系所演講、授課。
8.加強學院及各系所網頁英語化：請各系所協助更新、修改系所官網，加強英
語版本的內容。
9.製作外語版宣傳文件
(1)協助學院製作學院宣傳文件，請各系所提供其「研究亮點」，製作一份學
院重點研究簡介。
(2)協助各系所重新製作系所紙本簡介。

五、預期效益
(一)因應世界農學與生物資源發展趨勢
21 世紀是生物資源、環境資訊與生物科技的時代，本校生農學院將充分應用
臺灣的生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豐富性及優良的師生素質、教學及研究發展之
競爭力，使本校在此領域占有先機與領導地位，對於教學及研究資源之爭取，
更能發揮具體有效之功能。

(二)符合現代大學之教育目標
生農學院為配合國家農業發展需要，培育優秀農林漁牧經營與生態保育人員、
農業行政人員、農業推廣人員及教學研究人員，積極發展農業相關領域之學術
研究，持續提升我國農業生產科技發展，躋身世界一流農學研究水準，並配合
國家農業發展需要，從事有關農業管理、維護農業環境及農業永續發展等研究，
確保及提升我國農業之國際競爭優勢。

(三)破除刻板印象，吸收優秀學生
生農學院為更貼近現代和目前的研究和教學內容，讓原本處於弱勢的臺灣農業，
能夠產生一番新的面貌和新的氣象，達到教學和研究的更大發展和效果，以配
合國家生物資源產業的發展需要，特別加強培育農林漁牧生產、改良及經營人
才，內容包含基礎生物及生命科學理論知識，以及各種促進生產、生態保育及
改善生活品質之應用技術，訓練生農學院學生從分子階層了解基礎生命現象及
相關的知識與試驗技巧，以培育生物科技應用方面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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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跨院、系所的整合
因應國家社會和經濟大環境的變遷，本校生農學院積極轉型到與社會國家需求
一致的方向。生農學院參考先進國家發展經驗與趨勢，以及國家社會發展需求，
將學院和各系陸續進行整合，調整教學與研究方向，以因應社會生活趨勢的快
速發展與需求。定期檢討教師專長領域在授課、研究與社會服務之整合。
本校生農學院於 100 年起，每年均邀集院內系所主管、附設單位主管參加「主
管凝聚共識會議」
，檢討並規劃院內長期發展計畫與各系所教學、研究之整合，
成效良好。

六、考評
(一)量化評估指標(指標值分年預估表)
時 間
項 目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90%

91%

92%

93%

94%

95%

(245 人)

(248 人)

(250 人)

(253 人)

(256 人)

(258 人)

學生數(學士班/研究所)

1.57：1

1.55：1

1.45：1

1.35：1

1.25：1

1.2：1

生師比

16.6：1

16.3：1

16.0：1

15.7：1

15.4：1

15.0：1

註冊率

93.8%

94%

94.2%

94.4%

94.6%

95%

31%

33%

35%

37%

39%

41%

65

66

67

68

69

70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英語授課課程數

75

80

85

90

95

100

外籍研究生人數

15

18

21

24

27

30

與外籍教師合授課程數

10

12

14

16

18

20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5 人)

(7 人)

(10 人)

(12 人)

(15 人)

(18 人)

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發
表論文次數

30

32

34

36

38

40

國際合作計畫數目

13

15

17

19

21

23

整合型計畫數目

15

18

21

24

27

30

教師員額使用率

生農學院學士班同學就
讀生農學院碩士班人數
甄選入學學測級分和考
試入學原始分數
所有課程教學評鑑值

外籍教授人數占生農學
院教師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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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項 目

102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0.85
(258)

0.88
(272)

0.91
(212)

0.94
(218)

0.97
(231)

1%

2%

3%

4%

5%

2.1

2.15

2.2

2.25

2.3

2.35

(476 篇)

(491 篇)

(506 篇)

(520 篇)

(533 篇)

(549 篇)

0.8

0.85

0.9

0.95

1.0

1.05

(21 篇)

(22 篇)

(23 篇)

(24 篇)

(25 篇)

(26 篇)

8

9

10

11

12

13

產學合作計畫數目

50

52

54

56

58

60

專利及技術移轉件數

40

42

44

46

48

50

(每人)國科會計畫數目

0.82
(245)

103 年

研究計畫數目(增加)
(每人)SCI 論文(農經、生

傳兩系除外)
(每人)SSCI 論文(農經、

生傳兩系)
功能性研究中心之整合
型研究計畫

(二)質化評估指標
為求生農學院 5 年中程計畫有完整評估，另設下列項目為質化指標，以作為在
量化指標之外，對於中程計畫檢討的依據。
1.因應時代潮流，調整、增設系所組織。
2.教學和課程設備之更新和改善，開授課程合理化。
3.成立跨領域前瞻研究中心。
4.研究設備之改善和新貴重儀器之購置。
5.對農業問題解決方法，獲社會肯定程度。
6.提升研發成果發表數量及被引用次數。
7.邀請國外傑出教授來院合開課程，與姊妹校合作開授課程。
8.與國外知名教研組織建立合作關係，並執行共同研究計畫。

270

【參之十九、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管理學院成立於 76 年，包括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會計學系所、財務
金融學系所、國際企業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等 5 個系所。管理學院為臺灣管理
教育首屈一指之學術單位，為建構「多元知識人才交流平台」的教育理念以及落實
與國際接軌的發展目標，於 86 年始，首創開辦碩士在職專班(EMBA)；並自 93 年
起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擴大推廣交換學生業務，成立「國際事務辦公室」專責
處理國際交流、院級交換生計畫、商管認證、外賓接待事宜。95 學年度起，正式
招收全英語授課企業管理碩士專班(Global MBA，簡稱 GMBA)，提供與國際接軌的
課程規劃，全方位發展具備全球視野的管理教育。

管理學院
雲端整合服務中心

生涯發展服務中心

國際事務室

國
際
企
業
學
系
暨
研
究
所

資
訊
管
理
學
系
暨
研
究
所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專
班

高
階
管
理
教
育
發
展
中
心

(SEED)

財
務
金
融
學
系
暨
研
究
所

(GMBA)

會
計
學
系
暨
研
究
所

(EMBA)

工
商
管
理
學
系
暨
商
學
研
究
所

101 年成立「高階管理教育發展中心」(SEED；Service for Executive Education
Development)，提供搭配企業菁英人才發展專案(Talent Program)所需之客製化經營
管理課程(CSP 課程)，以及高影響力內容的公開專題課程(OEP 課程)。103 年成立
「生涯發展服務中心」，強化對管院學生的生涯發展，以協助管理學院學生未來在
職場能適才、適性與適所。

271

【參之十九、管理學院】

本校管理學院為臺灣一流的商業管理教育學府，以培育人才、貢獻社會為使
命。總體目標如下：
(一)培育國際一流的企業與政府領導人才。
(二)創造尖端的管理知識與卓越的研究成果。
(三)對社會持續的關懷與經濟發展不斷的貢獻。

二、現況說明
(一)人力資源概況
表 1：102 學年度師生人數統計
學生人數
系所

學士班

碩士班

教師人數

博士班

小計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小計

工管系

455

138

34

627

18

3

2

23

會計系

518

110

34

662

13

5

5

23

財金系

501

153

29

683

17

4

2

23

國企系

405

151

67

623

16

8

0

24

資管系

229

123

45

397

12

2

2

16

1

1

12

110

EMBA

660

660

GMBA

110

110

1,445

209 3,762

合計

2,108

76

22

管理學院匯集國內最優秀的教師，自 98 年後，廣為延攬優秀人才，大幅降低
生師比。本校管理學院多數教師畢業自國際名校，包括史丹福大學、耶魯大學、
MIT、芝加哥大學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名校。102 學年度，管理學院學生
人數總計 3,762 人，學士班占 56%，碩士班占 17.9%，EMBA 和 GMBA 占 20.5%，
博士班占 5.6%。
102 年生師比 34.2：1，符合教育部「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學院
生師比值應低於 40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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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師比
37

36.68

36
35
34.08

34

34.07

33.83

34.2

33.2

33

32
31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生師比

(二)教學概況
1.豐富的教學資源
為配合教師教學工作的推展，管理學院各項教學軟硬體設備亦同步予以更新
升級，每年撥大筆經費購置多種資料庫，目前購有 WRDS 華頓商學研究資料
庫、Ivy DB 選擇權資料庫等 19 種資料庫。100 學年度全面更新 1、2 號館教
室課桌椅，並獲孫正大先生捐贈「正大會議廳」、「立智學習中心」以及洪敏
弘先生捐贈「洪建全先生紀念廳」。此外，陸續於 101 及 102 學年度更新電
腦教室軟硬體相關設備，亦同步更新教室、會議室、實驗室視聽設備，建置
電子看板、雲端 e 化系統及空間改造，提供更優質的教學空間。
2.強調個案教學
EMBA 課程自創立以來，教學方法、學習成效已成為商管教育的優良典範，
教育內涵包括教育高階經理人建立縝密的決策思維、激發變革的勇氣、鼓勵
其創新與興業的領導能力。近年來，EMBA 積極推動導入哈佛大學強調的討
論式個案教學，進一步提升高階管理教育的品質。個案教學強調「以學習者
為中心」的教育過程，訓練學習者在面對決策情境下，透過與同儕的討論與
融合多元的知識，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思維邏輯，此教學方式開國內 EMBA 教
育之先，開辦後蔚為風潮。透過多樣化課程的個案訓練，期待能協助學員成
為視野宏觀、勇於創新和富興業家熱情的領導者。為實現此一目標，本校管
理學院每年皆選送 2 位老師赴美參加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GLOCOLL 培
訓課程。
在企業與校友捐助下，管理學院目前已完成玉山廳、冠德講堂與重光講堂等
3 間符合國際一流商學院規格、圓形劇場式結構、具多重影音設備之個案教
室，讓學生充分體驗與哈佛大學同等級的國際級教學設備。
101 年，由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贊助，本校管理學院與中國人民大學商
學院合作發展華人個案，並以此發展兩院 EMBA 課程，以「轉型變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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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共同開發華人企業個案，產業類型包含家電、網路、餐飲、地產、家用
品及航空服務等。
3.推廣英語授課
為改善本校管理學院英語化環境，以利國際學生就讀，管理學院戮力推動英
語專業課程，鼓勵教師增開英語教學課程，GMBA 專班採全英語授課，提供
學生多元的課程選擇。在全院教師的支持下，102 年度提供 173 門全英語授
課課程。
4.全英語企業管理碩士專班
配合教育部推動之商管專業學院計畫，本校管理學院全英語授課之企業管理
碩士專班(GMBA)，於 95 學年度正式招生，透過全面英語教學、國際交流及
實習計畫等方式，提供與國際接軌的課程，招收大學以上畢業、具有 2 年以
上工作經驗之本國籍與外籍人士，外籍生來自五大洲、逾 44 國，涵蓋各產
業菁英，以「創業」、「創新」、「領導實務」為教學主軸，並邀請國外專業學
者參與授課，打造優質的國際化環境，培植未來全球市場領導人才。
5.高階管理教育發展中心(SEED)
為企業與組織規劃專屬高階經營主管能力發展之非學位、非學分之企業專案
課程，提供搭配企業菁英人才發展所需之客製化經營管理課程(CSP 課程)，
101 年已協助 7 家企業進行人力發展培育課程，102 年辦理 9 個客製化經營
管理課程；並開設 2 個高影響力內容的公開專題課程(OEP 課程)：
「全球企業
家班」和「華人企業領導薪傳班」，「全球企業家班」為本校管理學院與北京
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英國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共
同攜手合作，結合 4 校頂尖師資，為期 6 個月，分別於臺北、牛津、費城、
北京四地上課，提供兩岸企業家學習兼具學習深度、視野廣度、與時間經濟
性的高階主管發展課程。「華人企業領導薪傳班」為本校管理學院與智榮基
金會施振榮董事長合作，針對華人企業面臨的經營轉型與領導傳承相關議
題，以結合價值創造、利益平衡與永續經營的王道經營思維文化，為企業經
營者規劃兼具專業成就及人文關懷的菁英培育課程。
6.卓越的教學品質
管理學院強調教學品質的追求，除了定期辦理教學評鑑之外，教學評鑑值高
於標準值以上之教師，各系皆訂有獎勵辦法，以鼓勵教師對於教學工作投注
的心力，並逐漸改善整體教學品質。102 年全院教學評鑑值達 4.0 以上課程
比例達 86％。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2013 年全球 EMBA 排名調查結果，本
校 EMBA 榮獲世界排名第 62 名、3 年平均排名第 58 名的佳績，居全臺之
冠，並獲《Cheers》雜誌評比調查「2013 年度 3000 大企業經理人最愛
EMBA」冠軍。
7.理論與實務並重
為使學生了解實務界的動向，熟悉實務上的管理及運作模式，管理學院各系
所持續積極與企業界專業經理人合作開設實務課程，或邀請專業經理人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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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與師生分享實務經驗，促進師生對於業界的認識，對學生未來就業助
益良多。
合作單位

課程/講座名稱

工管系

企業經理人、社會知名人士

孫運璿先生管理講座

會計系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順達科技等

企業併購實務
公司治理與財務報表
國內外資本市場募集實務
全球化趨勢下之企業審計實務等

財金系

富邦金控
台新金控
CFA 協會

金控經營管理實務
金融服務業創新改善實務

國企系

壹傳媒
南山人壽

行銷策略
併購策略與實務

資管系

IBM

軟體開發方法

GMBA

企業經理人、社會知名人士

管理實務講座

(三)研究能量概況
管理學院教師每年發表於國際 SCI 科技文獻論文及 SSCI 社會科學文獻論文篇
數不斷成長，由 98 年的 73 篇，成長至 102 年的 89 篇，在國內獨占鰲頭，也
深獲國際肯定。
管理學院教授獲得諸多重要學術獎項，舉凡「中研院院士」
、
「教育部國家講座」
、
「教育部學術獎」
、
「傑出人才講座」
、
「科技部(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
「科技部(國
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等各項獎項不勝枚舉，獲獎比例為全國之冠，顯示管
理學院教師之學術成就卓越。
表 2：歷年教師研究概況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國際論文(SCI、SSCI)篇數

73

77

100

76

89

科技部計畫件數

97

101

109

101

109

107.794

77.104

90.705

74.17

85.69

科技部計畫金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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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SCI篇數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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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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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6

60
40
20
0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20
110
100

109

107.794
101

97

109
101

90.705

90

85.69
80

77.104

74.17

70
60
98年

99年

100年

國科會計畫件數

101年

102年

國科會計畫金額(百萬元)

(四)國際交流發展概況
1.院級交換生計畫
目前管理學院已與全球 82 所知名學府締約，並與其中 73 所學校簽訂交換學
生協議書，每學年可提供 271 個出國交換名額，進行學術交流與學生交換，
締約範圍遍及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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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簽約學校統計表(結算至 102 年 12 月，共計 82 所)
管院姊妹校區域分布及數量統計
美洲 (簽約國家數：2 / 簽約計畫數：18
加拿大 (5)

美國 (13)

歐洲 (簽約國家數：12 / 簽約計畫數：34)
比利時 (3)

瑞士 (2)

荷蘭 (5)

英國 (3)

法國 (10)

德國 (3)

波蘭 (2)

丹麥 (1)

西班牙 (1)

瑞典 (1)

義大利 (1)

芬蘭 (2)

亞洲 (簽約國家數：6 / 簽約計畫數：29)
日本 (5)

韓國 (3)

香港 (1)

印度 (1)

大陸地區 (17)

新加坡 (2)

大洋洲(簽約國家數：1 / 簽約計畫數：1)
澳大利亞 (1)

2.雙(聯)學位計畫
本校管理學院現已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部、國際教養學部、德州大學達拉
斯分校、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香港城市大學會計系、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
斯大學商學院簽訂雙(聯)學位計畫，每年提供約 73 個雙學位學生名額。此外，
本校管理學院目前尚有多項雙學位計畫洽談中，包括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
院、美國杜蘭大學、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 Naveen Jindal 管理學院、香港
城市大學商學院、德國 EBS 歐洲商學院、澳洲國立大學、日本京都大學經
營管理大學院等雙/聯學位計畫，預計可新增約 30 個雙/聯學位學生名額，學
生得於分別完成兩校修業規定後，獲頒兩校的學位證書，藉以培養學生宏觀
的視野，提升於國際上的競爭力。
院/系級

締約時間

締約單位

院級

2009.2

會計系

2008

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會計資訊管理學系

雙聯學位每年約 10 名

會計系

2008

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會計學系

雙聯學位每年約 10 名

會計系

2012

香港城市大學會計系

雙學位

資管系

2010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UIUC)企管系

雙學位每年約 10 名

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部、國際教養學部、
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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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級

締約時間

締約單位

雙(聯)學位-名額

工管系

2012

羅格斯大學商學院

雙學位/雙聯學位
每年各 5 名

GMBA
會計系

2014

日本京都大學經營管理大學院

雙聯學位每年各 2 位

國企系

2014

美國伊利諾大學

雙學位

院級

洽談中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雙學位

院級

洽談中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雙聯學位

院級

洽談中

德國 EBS 歐洲商學院

雙學位

院級

簽約中

美國杜蘭大學(Tulane)

雙學位

院級

簽約中

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 Naveen Jindal 管
雙學位
理學院

院級

洽談中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

雙學位

工管系

洽談中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科技管理學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澳洲國立大學

雙學位/雙聯學位

GMBA

洽談中

瑞士蘇黎世應用科學大學溫圖特分校管理
學院

雙聯學位

3.國際認證
(1)AACSB：AACSB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於 1916 年創建於美國，核心任
務是推動全球商管教育品質的認證，為當前國際間最具權威之商管學院與
MBA 認證機構，學術地位崇高。本校管理學院於 99 年 4 月 6 日通過該協
會評鑑，並積極配合參與該協會舉辦之年會及各類評鑑活動，期以此協會
之高標準自我要求。
(2)Eduniversal：本校管理學院參加歐洲最具聲譽的 Eduniversal 商學院排名，
2008-2012 連續 5 年獲得全球商管學院影響力排名評選為 Five Palm Award
最高榮譽，2012 年各研究領域評比也獲佳績：會計研究所榮獲 Eduniversal
Ranking 遠東亞洲區「會計審計領域(Accounting and Auditing) 評比第一
名 」， 資 訊 管 理 研 究 所 榮 獲 「 資 訊 系 統 管 理 領 域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評 等第 一 名 」， 商學 研究 所榮 獲 「商 業管 理領 域 (General
Management)評比第二名」
，財務金融研究所榮獲「企業財務領域(Corporate
Finance)評比第二名」
，高階管理碩士專班 EMBA 榮獲「Executive MBA 評
比第三名」。

(五)SWOT 分析
1.優勢(S)
(1)一流專業師資提供優質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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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資質優秀，可培育為一流的企業與政府領導人才。
(3)教師研究成果領先國內其他商管學院，具有創造尖端管理知識之能力，其
中尤以會計領域(註 1)與財務領域(註 2)最具發展潛力。
(4)個案教學發展領先國內商管學院。
(5)相關學程品質甚受肯定，吸引國際學生就讀。
(6)購置多種資料庫，提高師生研究之便利性。
(7)備有專業教室(行為研究實驗室、金融實驗室、個案教室等)，提供師生優
質之學習環境。
(8)為國內最具國際聲望之商管學院，可吸引優秀學生就讀。
2.弱點(W)
(1)生師比例過高。
(2)班級人數過多，教學空間不足。
(3)博士班學術研究能力、外語能力及國際觀尚有進步空間。
3.機會(O)
(1)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有助推動各項發展計畫。
(2)獲 AACSB、Eduniversal 商管國際認證，有助於提升管理學院國際聲望。
(3)各項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及碩博士生進修與研究。
(4)EMBA 校友漸增，有助於產學合作。
(5)獲企業贊助發展頂尖學術研究。
4.威脅(T)
(1)教師薪酬受限，難以吸引優秀之國際學者任教。
(2)校方補助經費有限，未能全盤支持發展需求。
(3)人事及會計制度限制，難以延攬國際或國內的優秀學者專家擔任講座。
(4)亞洲地區其他商學院之發展蓬勃。
註 1：25 名教師中有 8 人曾在三大頂尖會計期刊發表過論文。另，95-97 年於會
計領域三大頂尖期刊發表論文，世界排名第 55 名，亞洲排名第 3 名。
註 2：根據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05)，財務領域目前名列亞洲第 18
名，全世界排名 124 名。此外，財務領域有 4 位教師獲科技部傑出獎(占
全國 2/3)。管理學院財務領域團隊曾執行 4 年期的卓越計畫「衍生性金
融資產的尖端研究」，是唯一的財務領域卓越計畫。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管 理 學 院 以 普 渡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Purdue University – Krannert School of
Management)為標竿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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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理學院與標竿學校─普渡大學管理學院之比較
學校

Purdue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學院

Krannert School of Management

College of Management

國際認證

AACSB Accredited
Eduniversal 評比為 Five Palm Award

AACSB Accredited
Eduniversal 評比為 Five Palm Award

#8

北美- Eduniversal Ranking

#62 世界-Financial Times 2013
# 3 東亞- Eduniversal Ranking

EMBA 評比 2011/2012

2012/2013
專任教師人
數

學生人數

113 人
Full Time Enrollment,
Undergraduate： 2,557
Full Time Enrollment, Masters：343
Full Time Enrollment, Doctors：95
Part Time Enrollment,
Undergraduate：50
Part Time Enrollment, Masters：229

生師比

110 人
大學部：2,108
碩士班：675
EMBA：660
GMBA：110
博士班：209

28.97
2010：41 篇
2011：41 篇

34.2
2010：77 篇(含院級傑出：5)
2011：100 篇(含院級頂尖：2 /院級傑

SSCI/SCI
2012：32 篇
期刊論文數

出：8)
2012：76 篇(含院級頂尖：4 /院級傑
出：9)

專任教師頂 2007-2008：23 篇
尖期刊論文 2009-2010：18 篇
篇數*
2011-2012：25 篇

2007-2008：4 篇
2009-2010：3 篇
2011-2012：4 篇

*由本校管理學組自 UTD Top 100 Business School Research Rankings leading business journals 中
選定之 18 本頂尖期刊

管理學院自 95 年執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以來，在研究成果以及國際交流方
面，成績斐然，未來 5 年亦將持續推動教學、研究、國際化、產學合作、社會關懷
等各項業務，以達成下列各項目標：

(一)提升教學品質
1.教學資源最佳化。
2.教學內容優質化。
3.培養學生具備社會中堅與政府領導人才之管理知識。
4.提升英語授課課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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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展個案教學。
6.運用研究成果輔助教學效果。
7.發展具管理特色之教學案例。
8.提供具有競爭力之教師薪資水平，以吸引一流之教學及研究師資。
9.開辦跨領域學程。

(二)增進研究能量
1.增加學術研究經費。
2.改善研究環境。
3.鼓勵跨系所、跨領域研究。
4.建立優質跨國學術研究。
5.提供彈性教學時間，使教師專注研究。
6.鼓勵教師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論文。
7.提升本校管理論叢品質。
8.鼓勵教師運用學術研究，促進經濟發展。
9.支持教師以專業研究協助企業解決經營問題。
10.成為亞太地區華人管理研究重鎮。
(1)會計領域世界排名前 50，亞洲排名前 3，以「財務會計」領域最具重點拔
尖之潛力。
(2)財務領域世界排名前 100，亞洲排名前 10，以下三個次領域最具重點拔尖
之潛力：
A.計量財務與財務工程(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B.銀行與信用風險(banking and credit risk)。
C.公司治理及行為財務方面(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behavior finance)。
(3)國際企業領域世界排名前 30，亞洲排名前 3：完善融合管理、策略及行銷
三要項於國際企業領域中，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優秀的教授團隊在研究
品質及數量上皆有卓越表現。
(4)一般管理領域躍居亞洲領導地位
A.創新與創業管理領域
B.行銷領域
C.資管領域：以鞏固國內資管領域領導地位、提升至亞洲資管領域排名至
前 5 名，全球排名前 50 名為目標。其中以三個次領域最具重點拔尖之
潛力：知識管理與探勘領域、網路服務領域、資訊安全領域。

(三)強化國際交流
1.積極參與國際認證與評比。
2.強化與國際知名大學之師生交流。
3.鼓勵教授及研究生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4.推展與國際知名大學之聯合學位。
5.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作為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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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邀請國際管理大師來校擔任教學研究講座教授。
7.邀請國際頂尖期刊主編蒞院演講。

(四)拓展產學合作
1.廣邀業界專家開授實務課程。
2.建構學生國內外企業實習機制。
3.增加產學合作計畫。

(五)鼓勵社會關懷
1.強化學生服務，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
2.推廣服務課程，提供學生社會服務機會。
3.鼓勵師生參與公益活動。
4.加強校友服務。
5.結合校友力量支援在校生，並進行社會服務。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提升教學品質
1.教學內容優質化
(1)持續增聘國內外優秀師資，以減輕現有教師授課壓力。
(2)持續推動師出國研習計畫，安排教師赴國外知名大學研習教學方法。
(3)推動教學傳承計畫，建立教學觀摩 mentor 制度。
(4)舉辦本校管理學院新進教師研習營。
(5)鼓勵教師參加本校教學發展中心研習會。
(6)持續落實教學評鑑制度，以提高整體教學品質。
(7)除了定期辦理教學評鑑之外，教學評鑑值高於標準值以上之教師，各系皆
訂有獎勵辦法，以鼓勵教師對於教學工作投注的心力。
(8)鼓勵教師小班教學，並善用教學助理協助教學。
(9)EMBA 的課程進行優化工作，將過去以傳統課程結構，改為議題式的課程
設計，以更符合 EMBA 學生的需求。
2.教學資源最佳化
(1)除了課程教室及電腦教室軟硬體設備每一學年度定期更新、維護，亦編列
預算汰換軟硬體設備並添購教學相關專業軟體及資料庫，以增加教學及學
術研究之便利性。
(2)創新教室 E 化設備，引進課程內容錄影及上網技術。
3.持續改善生師比：管理學院近年陸續增聘多位專任教師，生師比目前已下降
至 34.2，未來將持續以積極增聘教師改善生師比，增進整體教學品質。
4.個案教學
(1)管理學院 EMBA 在推展個案教學的同時，亦積極鼓勵教師產學研究，撰
寫本土個案，運用研究成果發展具管理特色之教學案例，加強與實務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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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未來更將定期舉辦個案發表、教學示範以及個案學習回饋活動，並積
極推動「兩岸企業個案合作發展計畫」
，共同開發大中華區華人企業個案。
(2)募款籌建第 4 間個案教室。
5.高階管理教育發展課程
本校管理學院之高階管理教育發展中心為企業與組織提供專屬高階經營主
管能力發展之非學位、非學分之企業客製課程，將持續開發對於企業菁英人
才有高影響力內容的課程，以協助企業主管發展經營領導能力、與企業共創
啟動創新轉型成長、並協成事業永續經營。
6.持續提升英語授課課程之質與量
(1)增聘外籍教師。
(2)實施英語授課課程教學評鑑。
(3)調整各系英語授課課程比例。
(4)提升英授課課程品質。
7.推展與強化企業倫理課程
(1)選派院內教師赴國外知名大學研習「企業倫理」課程，並著手規劃相關課
程，培養未來領導者的社會責任。
(2)補助各系開設大一新生專題，以強化基礎課程(cornerstone course)，並建立
學生未來職涯發展藍圖。
8.發展跨領域學程：配合學校發展創意創業課程。

(二)增進研究能量
1.增加學術研究經費
院內教師持續爭取科技部以及其他政府機關研究計畫經費，並積極開發與國
內外研究機構、民間機構合作研究之機會，尋求更多樣化的研究資源。
2.持續推動研究獎勵措施
(1)院級期刊分級制度(頂尖、傑出、優良、甲等期刊)。
(2)玉山學術獎。
(3)持續推動院級國際論文著作獎勵。
(4)校級學術研究獎勵。
3.改善研究環境
(1)充實研究資料庫，持續籌募經費採購院內師生研究所需資料庫。
(2)補助新進教師創始研究經費、出國進修、參加國際會議經費。
4.鼓勵跨領域、國際合作研究，建立優質研究團隊
(1)鼓勵與校內不同領域系所，或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如：中研院、中
華經濟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金融研訓院、本校育成中心、嚴慶齡研
究中心等組成研究團隊。
(2)禮聘國外學者及徵聘博士後研究員，與院內教師組成研究團隊，以持續開
發新的研究能量。
(3)補助跨系、跨領域研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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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突破性研究領域之發展策略
(1)爭取長期研究經費挹注，獎勵重要研究成果之發表，並提供必要的研究經
費、行政支援。
(2)常態性的國際學術交流。
(3)邀請國際頂尖學者來訪，促成管理學院教師與國際學者組成研究團隊。
6.其他提升研究成果之措施
(1)爭取主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2)持續提供投稿國外頂尖期刊論文獎勵，並鼓勵教師撰寫專書及本土個案。
(3)補助教師參加國際頂尖學術會議。
(4)鼓勵教師、博士生參加國外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

(三)強化國際交流
1.積極參與國際聯盟組織、商管認證評比
積極參與 AAPBS、AACSB 年會，並持續參與金融時報、Eduniversal 各領域
評比。
2.強化與國際知名大學之師生交流
(1)提升外籍學位生及交換生的質與量，並提供外籍生來臺良好之服務平台。
(2)改善交換生計畫
A.審慎評估簽約計畫，擬定標準化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交換生協議書。
B.研擬外籍交換生選課方案：為改善外籍交換生以紙本方式選課之缺點，
管理學院將多方參考他校之作法，研擬出一套適合本校行政流程之方案，
並與本校註冊組、研教組之課務管理人員溝通協調，為院級交換生制定
一套完整的選課制度。
C.不定期召開檢討會議。
(3)舉辦國際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鼓勵師生發表研究成果，並增加與國內
外學者交流機會，管理學院各系擬運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辦理各類國
際學術研討會、研究成果發表會。
(4)鼓勵教師、博士生參與國際研討會。
3.EMBA 學程邁向國際化
(1)增設境外專班及增加校際交流合作，以培育具有世界觀、跨領域與前瞻觀
念的高階管理人才。目前已與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共同開設「臺大復旦 EMBA 專班」，作為兩校在 EMBA 教育合作及學生互動的橋梁，共
同培養具有世界觀、跨領域、創新思維與前瞻觀念的高階管理人才。
(2)延攬國際學者與企業家授課與演講，增加國際交流活動。
(3)籌設海外課程，帶領臺灣的 EMBA 學生到歐、美名校上課，並參訪當地
企業，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4.推動英語授課課程
整合各方頂尖教育資源，以利國際學生之招收，進而促進各方菁英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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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雙聯學位、跨國雙學位計畫
鼓勵學生申請雙聯學位、跨國雙學位計畫，除現有合作學校外，積極與其他
國外知名學校簽訂合作計畫。

(四)拓展產學合作
1.廣邀業界專家開授實務課程
為使學生更了解實務界的動向，並透過與產業界人士的互動，對於實務上的
管理及運作模式更加了解，管理學院各系、EMBA 積極與企業界專業經理人
合作開設實務課程或邀請專業經理人來院演講，與師生分享實務經驗，促進
師生對於業界的認識，對學生未來就業、EMBA 學員事業發展產生助益。
2.臺大管院實習計畫
「臺大管院實習計畫」(TAIDA Internship Program，TIP)結合學校、企業和 104
人力銀行的資源，提供一系列教育訓練、資訊諮詢、平台等實習媒合服務。
每年約有 40 家企業參與 TIP，提供 125 個以上的實習機會，目前已有超過
500 名學生加入 TIP 會員，應徵次數達 2000 次以上。
3.爭取產學合作計畫
鼓勵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建立學術單位與產業界間的連通網絡，落實理
論與實務結合之教學目的。除了科技部研究計畫之外，亦鼓勵廣泛參與政府
或民間所提供的研究計畫，以提升系所教師與政府機關及產業界間的互動關
係，並同時增加系所研究計畫的件數及金額。

(五)鼓勵社會關懷
1.加強本地生對外籍生之協助與服務
為服務到管理學院就讀之外籍生、交換生、僑生、訪問學生，安排本國學生
擔任專屬小天使，協助外籍生選課、註冊、接機等在本校就讀各項事宜，協
助外籍生快速適應並融入臺灣文化與本校校園生活，增加本國學生與外籍生
之互動交流機會，並增進外語能力與國際視野。
2.推廣服務學習課程，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各系推廣服務學習課程，鼓勵學生主動參與校內外公益服務(如工管系舉辦愛
心捐血活動等)。管理學院 EMBA 學員亦發揮社會影響力，主動參與社會公
益活動(如學員赴宜蘭參觀教養院，舉辦愛心嘉年華活動，邀請弱勢團體小朋
友免費參加等)。
3.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
在「企業社會責任(CSR)」意識抬頭的當下，企業在永續經營的過程中需兼
顧社會公民的責任，因此管理學院也肩負起培育傑出領導者的重任，為此著
手規劃相關課程，並派遣教師前往有「南方哈佛」之稱的達頓商學院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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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源需求
1.現行薪資結構的改善
教師薪資結構之改善乃各領域爭取國外頂尖學者及留任院內優秀師資之重
要因素，然而，教師薪資乃校方權責範圍，有賴人事單位配合調整，方能有
效改善延聘教師之困難。
2.增加教學空間
管理學院不僅學生人數眾多，校內學生也對於本校管理學院開授的財務金
融、行銷、會計、投資理財等課程興趣濃厚，往往造成修課人數暴增，班級
人數過多。一方面造成本校管理學院排課困難，另一方面上課人數過多也使
得授課教師負擔沈重。目前院內教室的使用率皆已逼近 9 成，加上部分校舍
老舊不堪，院內空間已不敷使用，期待校方協助解決教學空間不足的困難。

五、預期效益
近年來在管理學院的積極努力下，在國際化、研究及教學發展上都有顯著的成
長與進步，未來更將在此基礎下，依照上述發展計畫規劃並執行相關策略，預期未
來可獲致如下之效益：
(一)提高管理學院之國際聲譽，增加國際知名度。
(二)吸引更多國內外優秀學生、各領域領導人才加入專班學程。
(三)培育出一流企業與政府管理人才。
(四)成為亞洲區首屈一指的學術研究重鎮
1.會計領域(財務會計領域)世界排名前 50，亞洲排名前 3。
2.計量財務與財務工程、銀行與信用風險及公司治理及行為財務等財務領域世
界排名前 100，亞洲排名前 10。
3.國企領域世界排名前 30，亞洲排名前 3。
4.創新與創業管理領域、行銷領域、資管領域等一般管理領域躍居為亞洲領導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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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評
(一)量化指標
現況值

目標值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量化項目
國際學位生數

154

155

185

162

167

172

交換國際學生數(出入合計)

560

605

580

597

614

632

73

77

77

82

82

87

9

10

12

12

14

14

34

33

41

45

51

56

英語授課課程數

173

176

178

180

182

184

國際會議主辦數

11

10

11

11

12

13

國外訪賓來訪人次

99

100

102

106

110

114

110

114

115

117

119

120

34.2

33.0

32.7

32.2

31.6

31.4

86%

86%

87%

87%

88%

88%

國際論文(SCI/SSCI)篇數

89

90

90

91

91

92

國際重要期刊編輯人數

35

35

35

38

38

40

1

1

1

1

1

1

12

12

12

13

13

14

109

105

106

108

110

112

8,569.1

7,450

7,600

7,750

7,900

8,000

科技部以外建教合作計畫件數

6

6

7

9

10

10

科技部以外建教合作計畫金額
(萬元)

505.5

516

526

551

601

601

院級交換生締約計畫數

國 雙(聯)學位計畫數
際
化 雙(聯)學位學生數

專任教師人數

教 生師比
學
教學評鑑值 4.0 以上課程比例

國內外院士人數
國內外重要獎項累計(人次)
研
究 科技部計畫件數
科技部計畫金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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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化指標
1.改善教學品質
(1)實驗室、教學空間及設施之全面改善。
(2)人文素養基礎課程之改革、基礎核心課程改善。
(3)外語教學品質之提升。
(4)加強推動輔系及雙學位制度，以加強跨領域教學。
(5)教學品質之評鑑及提升。
(6)其他延攬優秀教師、協助其追求卓越之相關措施。
2.推動國際化
(1)建立完善之訪問學者制度及配套措施。
(2)加強參與重要國際大學組織，並主動擔任積極角色。
(3)支援教師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事務。
(4)協助年輕教師拓展國際視野。
(5)重點姊妹校交流，提升交換生計畫品質。
(6)積極招收國際學生，提供卓越服務。
(7)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提升英語能力。
(8)簽訂更多雙(聯)學位計畫。
3.產學合作
(1)吸引產學界傑出人才相關措施。
(2)建立加速促成實質合作研究團隊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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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以下簡稱公衛學院)的前身為臺北帝大的熱帶醫學研究所，
創設於 1939 年(民國 28 年)。40 年更名為公衛研究所，50 年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
61 年時另成立公衛學系(招收大學部學生)，而公衛所則於 74 年設立博士班。當時
的教師在系、所合一的制度下，同時參與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育事務。隨著全球化
時代的來臨，環境的變遷、生活型態與人口結構的轉型、疾病型態的改變等現象，
皆對世界人口帶來劇烈的影響。從疾病預防、健康促進、良好生活品質維護、到完
善健康政策的發展與制定，皆為公共衛生探討研究之範疇，更顯示公共衛生教育對
社會之重要性。
因應社會對公衛人才之需求，本校於 82 年成立公衛學院，為本校第 8 個學院。
一開始設有公衛學系、公衛研究所、與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之後陸續成立
流行病學研究所、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環境衛生研究所、預防醫學研究所、公衛
碩士學位學程，而原有的公衛研究所則改名為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公衛學院於 88 年起進行組織重整。自 89 學年度起，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與
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合併為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流行病學研究所與預防醫學研
究所合併為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至 103 年 8 月，計有公衛學系、健康政策
與管理研究所、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環境衛
生研究所、公衛碩士學位學程等 1 系、4 所、1 碩士學位學程。下一波的組織重整
將是環境衛生研究所與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的合併。另外，為因應 21 世紀
公衛教育的趨勢，本院已於 103 年 9 月獲教育部審核通過新成立「健康行為與社區
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將自 104 學年度起招收 10 碩士生。
公衛學院經過多年的準備，已於 2013 年 9 月獲美國公衛教育委員會(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Public Health, CEPH) 同意本院之評鑑申請，預計將於 2015 年進行實
地訪查。在這之前則有諮詢訪查與自我報告的撰寫等工作。未來若能通過評鑑，將
使本校公衛學院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 CEPH 評鑑之公衛學院，讓臺大公衛的教育更
符國際之要求，吸引更多學生就讀，也會讓公衛學院畢業生之就業管道更能與國際
接軌。
整體而言，公衛學院設立的目的在於培養優秀的公衛實務及學術人才，並積極
成為國際公衛學術重鎮。其使命與願景分別如下：
1.使命：致力於教育、研究及服務，以增進全體人類的健康福祉。
2.願景：成為具有全球及學術影響力的健康學院
(口號：幸福公衛、引領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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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說明
(一)組織
1.組織：本院目前計有 1 系(BS)、4 所(MS 與 PhD)、1 碩士學位學程 (MPH)，
自 104 學年度新增一所 (詳見下列組織圖)。另外有 7 個由本院主導之中心，
包括： 1)全球衛生中心; 2)健康促進中心; 3)環境暨職業研究中心; 4) 基因、
環境與健康研究中心; 5) 轉譯醫學及臨床試驗資源中心; 6)臺灣癌症登記中
心; 7)衛生福利部-國立臺灣大學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心 (本校與衛生福
利部共同成立，由本院教師負責中心之運作)。除此之外，本院同仁亦參加多
個校級中心之運作 (詳如下圖所列)。

2.師生：過去 6 年來，本院之專任教師數目從 2007 年之 40 位 (含一位充分參
與教學之合聘教授) 增至 2013 年的 49 位。學生數目則從 739 人逐步減至 712
人 (其中大學部 158 人, 碩士班 352 人, 博士班 202 人)。生師比從 18.5 改善
至 14.5 (詳見下表)。此外，院內並聘有多位專案助理教授。以 2014 年例，共
有 9 位專案助理教授。

290

【參之二十、公共衛生學院】

3.助教及職工：全院計有助教 4 位、職員 6 位、約聘幹事 7 位、工友 4 位、駐
警 5 位、院級助理 2 位(環安衛管理及國際事務)。

(二)教學
1.公衛學院對於學生課程設計，依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分別訂定核心能力，
並透過學群(環職衛、衛政管理及流病預醫三大學群)來做縱貫的銜接。除了
課堂講授、實驗操作、統計實習外，另有公衛實習(大學部)、實務實習(MPH)、
及論文口試等總整性課程。每年由公衛學院開授的課程約有 400 門。全院教
學評鑑平均值比全校平均值高，顯示學生對於本院之教學品質持肯定態度。
2.院、系、所、學程均設有課程委員會，定期檢討開授課程及核心能力。
3.為配合教務處推廣之整體課程等，本院在 103 年 5 月辦理「推動公衛學院通
識型及總整型課程工作坊」
，希望系及學群能夠深化及統整課程，並訂出核心
能力課程及檢測方式。同時，增開英文課程將是本院未來要加強的部分。

(三)研究
1.研究計畫數：本院教師過去 5 人之研究計畫數及金額如下表所列。以近三年
而言，平均每年約獲得 118 件，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每年約為 2.4 件。

2.論文發表：從 2005 年到 2013 年，本院教師發表於 SCI /SSCI 期刊之論文數
目，穩定地從 124/23 增加到 340/78 篇，平均每人論文數從 3.0/0.5 成長到
6.9/1.6 (如下圖所示)。我們接下來的目標將增加高影響力論文。

Number of SCI/ SSCI Paper
Number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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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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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24
23

191 205 19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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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39
57

53

79

340
271

58

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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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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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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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奬勵：本院教師的研究成果獲得各種奬勵。過去五年有四位獲科技部傑
出研究奬，包括：陳為堅(2009)、于明暉(2009)、陳秀熙(2011)、鄭守夏(2013)，
過去 3 年另有三位年輕教師獲吳大猷紀念奬，包括：洪弘(2013)、董鈺琪(2013)、
李永凌(2014)。

(四)服務
本院教師在各公立部門相關委員會之參與十分活躍。本院已有四位教師獲服務
奬勵，包括： 校內服務優良獎(王根樹-2008, 陳保中-2010)、社會服務優良獎(賴
美淑-2012)、社會服務傑出獎 (張珏-2013)。對影響力深遠之社會議題亦多有參
與，如勞工權益、禽流感、六輕環境及民眾健康持續追蹤、健保議題(美國不
同州之國會議員助理於 2012 年到院至少 6 次了解臺灣健保問題)等，本院教師
均持續參與，並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五)經費
本院仍以公務預算及研究經費為全院經費之主要來源。近來為推動國際化，
積極爭取國際生到本院就讀博士班，以深耕國際交流，因此獲得校友及民間
之捐助。

(六)與標竿學校之比較
本院之標竿學校為 UCLA。以 2013 年平均每位教師 SCI/SSCI 論文篇數來看，
本院每位教師發表 5.84 篇，UCLA 為 5.29 篇。就教學負擔而言，本院每位教
師需負擔的研究生人數為 9.7 人，UCLA 為 7.6 人。而本院教師尚需負擔 150
位大學部學生之相關教學及輔導工作，而 UCLA 教師則無此負擔。
衡量指標

本院績效

Benchmark 學校績效

SCI 論文篇數 (2013 年)

340

396

SSCI 論文篇數 (2013 年)

78

179

SCI/SSCI 論文篇數 (2013 年)

333

450

292

【參之二十、公共衛生學院】

衡量指標
專任教師人數

本院績效
(統計至 2014.5)

57(含專案教師)

Benchmark 學校績效
85

研究所學生人數 (統計至 2013.10)

554

647

大學部學生人數 (統計至 2014.4)

151

0

生師比 (不含大學部學生)

9.7

7.6

生師比 (含大學部學生)

12.3

N/A

(七)SWOT 分析
優點(Strengths)：
1.作為臺灣成立之第一所公共衛生學院，在此領域公衛學院有完整的教學研究
計畫、設備與資源來吸引學生。
2.公衛學院是臺大的學院之一，自由的校風及完善的學習環境提供各式各樣多
元的課程。
3.位於市中心，有獨立之建築，提供便利舒適的學習環境。
4.擁有勤奮及表現優異的教學團隊，教師與社會相關階層之連結網絡也十分
活躍。
5.在數千位畢業校友中，很多在公私部門中占有重要領導角色。
缺點(Weakness)：
1.缺乏評估學生整體實作能力的指標。
2.國際交換學生的人數仍少。
3.教師研究仍傾向個人為主，團隊研究基礎仍顯薄弱。
4.尚無引領重大社會影響之跨領域研究團隊。
5.英文授課課程不足，不易吸引國際學生到院就讀。
6.較少跨領域整合性課程，尤其是研究所課程。
7.臺灣尚無公共衛生人員之專業證照制度，可能影響報考志願。
機會(Opportunities)：
1.公私部門對進階之公共衛生專業訓練之需求增加。
2.近來社會對健康產業需求有增加的趨勢。
3.社區對環境保護及監測之認知逐漸增強。
4.國家健保制度及長期照護政策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5.亞太地區公衛等相關專業之需求增加。
6.公衛學院承接多項國家型計畫，包括癌症登記中心、傳染病防治與教育中心
及國家轉譯醫學及臨床試驗中心。
7.與外國大學在全球衛生計畫之合作正逐年擴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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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s)：
1.國際化之企圖心不夠強烈，導致在全球衛生事務上無法有深入之貢獻，恐怕
會被邊緣化。
2.臺灣整體研究及教育經費成長趨緩。
3.近來來碩士班及博士班招生申請人數趨減；有些領域受影響十分嚴重。
4.國際知名學校在臺設立分校，可能讓原來選讀臺大的學生改至這些學校就讀。
5.傳統型態之醫療照護管理人員需求趨減，降低醫管領域的吸引力。

三、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
公衛學院發展目標之擬定，在校揭櫫之內容方向下，由公衛學院院長室會報、
主管會議、系所學群會議、全院共識會議及院務會議討論後，依 CEPH 之模式，
擬定如下：

(一)教育(education)
目的 1：發展能夠符合國內及全球社會廣泛性需求之公共衛生教育課程。
目標 1.1：加強學生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目標 1.2：充實公共衛生教學的完整性。
目標 1.3：增加國際視野及交流機會。
目標 1.4：強化與政府/業界的合作與交流
目的 2：加強招收學生之素質和多元性。
目標 2.1：增加推甄或繁星入學學生的比率。
目標 2.2：招收更多元背景的學生。
目的 3：推廣公共衛生教育
目標 3.1：增加大學部有關公共衛生之通識課程數。

(二)研究
目的 1：創造能促進教師跨領域互動與合作的環境。
目標 1.1：在各研究所內辦理不同研究領域之聯合研討會
目標 1.2：在院內辦理跨所之跨領域研討會
目標 1.3：提供教師休閒空間，並增加教師聯誼活動，促進教師身心健康。
目標 1.4：鼓勵教師參與或申請整合性研究計畫。
目標 1.5：增加國際性合作計畫之參與。
目的 2：提倡可能對政策或執行產生影響力之研究。
目標 2.1：增加教師參與政策評估或修訂現行規範之研究
目標 2.2：增加介入性研究之計畫申請。
目的 3：提升研究之學術影響力。
目標 3.1：增加學術論文在排行高或有影響力的期刊發表之數量。

(三)服務與實務
目的 1：加強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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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1：增加教師參與以社區或組織為基礎的計畫
目標 1.2：增加教師開設以社區為基礎的課程
目的 2：加強對社會或國際公共衛生之影響力。
目標 2.1：增加教師研究成果在政策參與或媒體報導之數量。
目標 2.2：增加教師在全球衛生相關活動之參與。
目的 3：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達到互助互利。
目標 3.1：鼓勵教師參與非政府組織之學術、諮詢或領導。

(四)經費與資源
目的 1：增加公務預算外之經費來源
目標 1.1：維持足夠之研究計畫管理費，以支應學院單位運作之營運成本。
目標 1.2：逐步提高私人捐贈之金額。
目的 2：增加學院教研可用的空間
目標 2.1：籌措經費以委託建築師於徐州路 19 號(舊公衛館)地點規劃公衛第
二大樓館舍。
目標 2.2：依規劃案所列經費需求，對外募款。
目標 2.3：循校內程序提出新館籌建申請。
若就本院未來 5 年重點發展之研究，可從下列三個角度來看：
1.優勢領域及具突破研究之團隊： 長期追踨之世代研究(像是 B 型肝炎帶原者
世代、出生世代、金山社區世代等)、結合基因與環境之體學研究、暴露體學
研究。
2.在地研究優勢(local advantage)：大型健康資料庫之研究、整合式社區疾病篩檢。
3.全球急迫性需求之主題(emergent target)：新興及捲土重來傳染病之防制、空
氣汚染之健康效應、全民健康照護等。

四、策略及執行方式
本院整體的策略是以準備 CEPH 評鑑為切入點，帶動全院各個層面的發展。

(一)教育
1.招生
(1)院教師或畢業系友主動到高中校園說明公衛之影響力及出路，倡導公共衛
生的重要性。
(2)新設在職專班，強化教師與政府部門及產業界的交流，擴展一般生對未來
就業的機會。
(3)尋求外部捐贈之獎學金，吸引學生。
2. 課程改善
(1)利用校方共授制度，規劃開設跨領域能力之課程。
(2)公衛系實習課程方式修正：落實學生擬定實習計畫，教師提供實習計畫之
修正、與實習單位討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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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動個案教學課程，增進對實務之了解與學習運用。
(4)增加生物統計教育的初階及進階課程。
(5)結合流病生統運用在預醫及社區健康促進。
(6)實務教師或專案教師彈性調整上課時段，以便同學選修課程，進而塑造
MPH 課程之特色。
(7)統整選修課程，減輕老師備課及學生選課之負擔。
(8)辦理職涯研討會或課程，加強學生與業界接軌及研究能力。
3.創意創業：建置檢驗認證實驗室，讓學生實際了解學校理論與社會實務，並
對社會有影響力。
4.致力通過 CEPH 評鑑
(1)辦理提升公共衛生教育品質工作坊：促進公衛學院師生對 CEPH 評鑑之認
識、促進公衛學院師生了解學院準備 CEPH 工作之進度及促進公衛學院師
生了解評鑑相關事項。
(2)可增加招收國際生之吸引力。

(二)研究
1.在各研究所內辦理不同研究領域之聯合研討會，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
2.在院內辦理跨所之跨領域研討會，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
3.鼓勵參加醫院科技研究。參與政府介入計畫之評估。
4.納入教師評鑑及升等之考量。
5.修訂升等細則，對於跨單位或領域合作可以在升等時註明研究論文之貢獻度，
增加教師研究合作之意願。
6.定期發表健康評論或記者會, 鼓勵由研究成果轉譯成政策建議。
7.鼓勵研學會等學生團體參與政策辯論。
8.醫學校區教師聯誼會的月會每年在公衛學院舉辦 1-3 次。院系所教師慢活樂
活聯誼。

(三)服務與實務
1.新設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規劃開設相關課程。
2.開設在職專班。
3.擴展畢業生職涯發展的規畫。
4.加入既有社區健康計畫，在距離上與公衛學院較近的社區較容易持續經營，
並納入課程，同時可以納入服務隊。
5.服務課程更有目的性，以專案及目標衡量。
6.不同世代分享方式分享，課程設計方向團隊合作共享，透過 fb 凝結或論壇溝
通分享，課堂與生活之全人教育。
7.放上 YouTube、維基，經營部落格、讀者投書等。
8.邀請媒體記者上課、上電視、參訪電視。參與產業論壇。提供立法委員諮詢
服務顧問。
9.與企業或 NGO 合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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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對長期持續投入服務者，研議減免授課時數之可行性。
11.由系所進行校友就業狀況調查，並建立校友人才資料庫。

(四)經費與資源
1.建置檢驗認證實驗室，提供檢驗服務，增加收入。
2.開設短期收費課程。
3.向企業或校友募款、或與企業合作互助互相了解取得補助。
4.籌措經費以委託建築師規畫公衛第二大樓館舍，以因應目前日漸不足的空間
需求。

五、預期效益
(一)課程設計上能讓理論與實務適度接軌，學生的學習成效納入總體能力的評定。
(二)學生來源多元化。
(三)教師跨領域合作增加。
(四)對社會影響力增加。
(五)經費資源增加。

六、考評
(一)配合校之考評作業時程辦理考評。
(二)考評指標：除各單位依上述策略，說明其進度之質性描述外，以下為量化指標。
Goal

Objectives

Measures

備註

教育
目的 1：發展能
夠符合國內及
全球社會廣泛
性需求之公共
衛生教育課程。

1.1：加強學生分析與解 每學年至少 80 門跨 參考既有資料
決問題的能力
領域能力之課程
(前三年每年約
80 門)
1.2：充實公共衛生教學 每 個 教學 單 位五 年 參考既有資料
的完整性
內至少增加 1-2 門總 ( 除 公 衛 系 系 之
整性課程
外，研究所約為
4 門)
1.3：增加國際視野及交 1.每年增加 5%交換
流機會
生人數(含出國或
到本院就讀之學
生增加)†
大學部至多 20%
研究所至多 10%
2. 增 加 國 際 博 士
生，每年至少維持
2-4 名，目標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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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Objectives

Measures

備註

名
1.4：強化與政府及業界 提 供 私人 機 構或 政
的合作與交流
府 衛 生相 關 單位 之
專業訓練課程。五年
內增加 10%授課時
數 ， 至多 每 年不 逾
150 小時†
目的 2：加強招 2.1：增加推甄或繁星入 五年內增加 10%†
參考既有資料
收 學 生 之 素 質 學學生的比率。
和多元性。
2.2：維持多元背景的學 每 年 於院 級 會議 定
生。

期檢討學生性別、地
域分布、在職經驗等

目的 3：推廣公 3.1：增加大學部有關公 每年增加一門，以總 參考既有資料
共衛生教育
共衛生之通識課程數。 數 10 門為上限
(前三年每年約
5-6 門)
研究
目的 1：創造能
促進教師跨領
域互動與合作
的環境。

1.1：在各研究所內辦理 每 學 期至 少 辦理 一 參考既有資料
不 同 研 究 領 域 之 聯 合 次。
(各單位至少已
研討會
有一次)
1.2：在院內辦理跨所之 每 學 期至 少 辦理 一 參考既有資料
跨領域研討會

次。

1.3：提供教師休閒空 每 年 舉辦 一 次教 師
間，並增加教師聯誼活 聯誼活動
動，促進教師身心健
康。

目的 2：提倡可
能對政策或執
行產生影響力
之研究。

(前三年每年 2-4
次)
參考既有資料
(學院至少每學
期 辦 理 一 次

1.4：鼓勵教師參與或申 五年內增加 10%†
請整合性研究計畫。

retreat)
參考既有資料
(前三年每年約
35 件)

1.5：增加國際性合作計 五年內增加 10%†

參考既有資料

畫之參與。

(前三年每年約
20 件)

2.1：增加教師參與政策 五年內增加 10%†
評估或修訂現行規範
之研究
2.2：增加介入性研究之 五年內增加 10%†
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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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Objectives

備註

Measures
件)

目的 3：提升研 3.1：增加學術論文在排 五年內增加 10%†
究 之 學 術 影 響 行高的期刊發表之數
力
量。

定義：前 15%之
期刊

服務及實務
目的 1：加強社 1.1：增加教師參與以社 人 次 數五 年 內增 加
區參與。
區 或 組 織 為 基 礎 的 計 10%†
畫
1.2：增加教師開設以社 五年內增加 5 門
區為基礎的課程。
2.1：增加教師研究成果 五年內增加 10%†
在政策參與或媒體報
導之數量。

媒體專/聯訪、讀
者投書、記者會
等

2.2：增加教師在全球衛 五年內增加 10%†
生相關活動之參與。

於國際會議進行
大會演說、擔任
委員會成員、主
持會議或與談人
等

目的 3：與非政 3.1：鼓勵教師參與非政 五年內增加 10%†
府組織合作，達 府組織之學術、諮詢或

擔任國內外學會
或協會幹部。

目的 2：加強對
社會或國際公
共衛生之影響
力。

到互助互利。

領導。

經費資源
目的：增加公務 1.1：維持足夠之研究暨 每年維持 100 項以 參考既有資料
預 算 外 的 經 費 管理費，以支應學院單 上之研究計畫
(101 與 102 學年
來源
位運作之營運成本。
每年至少 100 件
研究計畫)
1.2：逐步提高私人捐贈 1. 提 供 捐 款 者 使 用
之金額
效用資訊
2.擬定需求計畫，向
可能捐贈對象說
明
†以 100-102 學年度平均數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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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電機資訊學院(以下簡稱電資學院)為 2 系多所的組織架構，包括電機工程
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光電工程學研究所、電信工程學研究所、電子工程學研
究所、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其中電機系及資訊系
向為全國高中學子心目中最嚮往的理工學系，電資學院亦為國內電機、資訊領域公
認的學術龍頭，目前包含專任占缺教師 162 位(院外合聘教師 19 位)、1,300 餘位學
士班、約 2,400 位研究所學生，師資皆為取得國內、外一流大學博士學位的一時之
選，學生則皆為透過保送、推薦、申請或考試所篩選之全國菁英，不僅學術研究表
現堪稱一流、享譽國內外，畢業之校友更是表現突出、位居國內外產官學研界之要
職，令人矚目。

本校電資學院所屬單位與組織

光電所

生醫所
資訊系

電機系

資訊所

電子所
網媒所

電信所
電機所

資訊學群

電機學群

本校電資學院一向自我期許為孕育電機、資訊領域頂尖及領導人才之搖籃，全
院教師莫不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克盡職責，期能在永續的教育大業中，
達成以下之總體目標：
(一)培育電機、資訊領域的社會菁英及下一代優異的研究人才。
(二)締造電機、資訊領域創新性、前瞻性研究的環境與佳績。
(三)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及產業需求，研發對電機、資訊產業具深遠影響的科學與技術。
(四)積極成為國際一流的電機、資訊研究重鎮，並善盡國際學術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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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說明
(一)教學
優質的教學為儲備卓越研究人才的基礎，為了符合國際認證標準，本校電資學
院除積極辦理「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作為教學的持續改善機制外，並積極
提升改善教學課程內容、禮聘延攬國際級大師學者等。目前各系所已陸續通過
認證，對於認證團委員提出的寶貴意見，業已責成相關教職員或委員會進行改
善，本院電機系並於 2012 年 8 月通過 IEET 第二期認證，有效年限 6 年。
此外，教學及研究環境之軟硬體更新、提升亦為近年院務推動之重點，除持續
強化改善基礎建設、建置 e 化設備外，亦積極整合跨領域實驗室，並落實節能
減碳與提升用電效能。除改善硬體設備外，電資學院更致力於提供多元化的教
學內容，並積極推動與院外系所共同開授跨領域學程，成果豐碩。
電機學群大學部課程包含必修、複選必修、系訂選修以及一般選修等四類。必
修課程包含電子、電路、電磁學課程以及工程數學等基礎電機專業知識，而複
選必修課程則包含科學與系統等兩類課程以及五類實驗，其規劃目的除了奠定
學生紮實的電機核心能力外，亦允許學生依據興趣深入學習進階課程。為強化
學生實作能力，電機學群大學部耕推動專題研究之教學改進鼓勵措施；在選修
課程上，除了規劃 10 組電機領域專業課程修業流程外，並規劃數理商管領域
課程，將物理系、數學系以及管理學院等相關課程納入系訂選修，鼓勵學生選
修。此外，除了電機理論基礎與進階課程外，也開設簡報表達、專利實務與創
業管理等課程培養學生對產業實務之了解。
光電所教學實驗是配合光電基本原理導論課程，讓本所研究生認識與實作印證
光電科技的基礎科目，對於研究所學生教育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以較傳統光電
教學實驗更先進的規劃方式，規劃雷射光學、半導體光電與影像顯示三大類內
容涵蓋近年光電新興熱門項目，期使學生對近代光電科技發展有更廣泛認識，
對於未來進修深造或就業也更有助益。
電信所教學分為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其中基礎課程旨在奠定學生的技術及理
論基礎，進階課程則針對有志研究深造的學生設計，內容包含深入的理論或是
研究發展近況。為了加強培養學生具有整體的系統觀，與國際標準的專利及智
慧財產策略觀念，以期他們能為臺灣通信產業轉型，以及在下一代國際通信標
準的制訂擔起重任，推出了行動通信系統與網路的一系列課程，針對系統架
構，網路應用，微波電路，及天線的設計，提出增加實做練習的改進計畫；編
撰開放式電磁學數位多媒體教材、優化實驗設備，以提升教學品質，希望藉此
吸引學生加入電信產業，培育相關人才。
電子所配合電機學群每學年開授電子領域相關的課程如固態物理、演算法等，
且配合設備更新改善教學實驗室之軟硬體，以期能夠提升專業基礎課程的教學
品質，使得本所訓練出的同學對於 IC 設計、半導體製程技術及電子自動化設
計等方面有更深的認識與了解，進而將所學發揮，對於國家高科技的發展有更
多的幫助。另外，本所有鑒於生醫電子相關研究的蓬勃發展，且因應未來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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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應用的結合，而設置跨領域生醫晶片實驗室，目的在於讓電子背景的學生在
投入醫療電子相關領域前，確實了解現行在標準操作與驗證模式，讓學生從做
中學習並比較，以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模式，培養學生跨領域應用設計
的能力。
生醫電資所近年之教學重點在於帶領學生跨領域學習、增加生醫電子技術於醫
學臨床應用的見習機會等方向。故加強與醫學院合聘教師之教學合作，新開「生
醫電子技術與臨床見習」、「疾病實驗診斷與中醫辨證」等課程。
資訊學群課程則因應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並配合學校深碗式學習目標，
於 99 年完成新的大學部課程規劃，大幅減少必修學分所占比重，並將課程分
成計算機理論、計算機軟體、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網路、智慧系統、多媒體、
生醫資訊等七類，此外，也鼓勵學生提早修習專題研究。紮實的必修與核心課
程奠定學生的資訊科技基礎知識，作為未來研發尖端技術與終身學習的基石，
並藉由充足的選課彈性，讓同學可以依據個人興趣及未來發展選擇適合自己的
領域的相關課程及專題研究。網媒所現有課程規劃主要分成三個方向：「多媒
體技術」、「網路技術」及「系統與應用」。上述三個方向完整涵蓋多媒體網
路教育中，從多媒體藝術創作、數位內容管理、網路通訊傳播、系統晶片設計
到跨領域整合的專業知識內容。配合本所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規劃基礎、
核心、進階及專題四類課程。基礎課程奠定學生資訊網路與多媒體領域的學理
基礎；核心與進階課程培養學生創新思考、獨立研究及解決未知問題的能力；
專題課程，讓學生可以更深入學習各研究課題，並訓練學生跨領域團隊合作能
力。近年來更積極推動資訊科技相關實作課程，鼓勵學生融入科技與藝術的創
造能力，創作出許多精彩的專題作品，也得到國內外諸多競賽及展覽的肯定。

(二)研究
電資學院國際頂尖期刊論文發表數及每位教師平均發表論文篇數已不下於美
國前十大電機資訊系所。包括 SCI 期刊論文數、被引用次數的 5 年平均值及本
院教師擔任國際重要期刊編輯人次皆逐年增加，顯現質與研究影響力的成長。
同時，教師的學術表現亦躍上國際舞台，獲得諸多獎項的肯定，現依領域摘要
如下：
資訊領域方面，頂尖國際會議的重要性往往不下於傑出期刊，電資學院師生近
幾年在頂尖國際會議論文的發表上有極亮眼的表現，如多媒體領域的
SIGMM、人機界面領域的 SIGCHI、電腦圖學領域的 SIGGRAPH、資料檢索領
域的 SIGIR、資料探勘領域的 KDD、機器學習領域的 ICML、人工智慧領域的
AAAI、密碼學領域 SVP、電腦視覺領域的 ICCV、CVPR、通訊領域的 INFOCOM
等頂尖國際會議，論文數都有倍於往年的表現，在許多領域已漸具國際能見度
及影響力，以多媒體領域的 ACM MM 會議為例，本校論文數多次在該會議中
名列發表機構前 5 名內(最高為第 2 名)。並且多次贏得頂尖國際會議之最佳論
文獎，如 ACM KDD 2010 最佳研究論文獎，ACM MM 2012 最佳學生論文獎，
ACM SIGCHI 2013 最佳論文獎等，這些表現不但多是臺灣第一次，也多是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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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獲獎。此外，自 2010 年以來連續 4 年在 ACM KDD Cup 獲得冠軍(國際
知識發掘與資料探勘大賽，為全球最重要之資料探勘競賽，藉由分析主辦單位
所提供之大型的真實資料數據，以打造更好的智慧決策系統)，其中 3 年更獲得
雙料冠軍，顯示本校師生在資料探勘領域的堅實實力。本校師生所開發的開源
軟體 LIBSVM 已被下載超過 640,000 次，用於多項研究及產品中，並有超過
16,800 次 Google 引用。在產業貢獻上，除與許多廠商進行產學合作外，開發
國內第一套純軟體 MPEG 視訊解碼器，與訊連科技建教研發之 DVD/VCD 播放
軟體，在世界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全球 50%的個人電腦安裝此軟體)．另外，2011
年與 Intel 合作成立 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與國科會共同合作主導 M2M 研
究等，成果卓著。綜合以上表現，本校在 2013 年的上海交大世界大學排名的
電腦科學領域中名列世界第 33 名。
光電領域則著眼於前瞻發光材料與元件合成磊晶、新穎超快雷射與生物醫學光
電診斷、光纖通訊主動元件模組開發應用、微奈米光電與光子晶體結構元件等
領域之研究發展並數年有成，屢有高衝擊因數期刊論文發表及封面選錄，並屢
獲「自然」與「科學」兩代表性高等期刊之專文報導。光電所在各次領域均衡
發展，於 SCI 選列國際期刊之發表質量屢創新高，截至 102 年為止每年發表論
文總數已達 186 篇以上，平均每位教師發表 6 篇與平均衝擊因數為 3.6。特別
是在美國光學學會出版全球排名前五之「光學快遞」期刊每年之發表數量，亦
與歐美等國際名校例如麻省理工學院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東京大學等旗
鼓相當。在產學合作方面，生醫光電領域本所每年產學合作計畫金額已可達
2,000 萬元，在新穎發光與能源光電材料元件方面，光電所每年也爭取到兩個
以上國家型計畫，執行總金額達 2,000 萬元以上。
電子領域在系統晶片(SOC)的電路設計實現、電子設計自動化、奈米電子材料
及元件的研究表現，在頂尖國際會議與傑出期刊論文發表上極為亮眼，於 ISSCC
國際會議中，曾連續 5 年居全球學術單位之首，於 DAC 與 ICCAD 國際會議中，
近 年 (2007-2013 年 ) 論 文 數 亦 居 全 球 之 冠 ； 在 國 際 競 賽 中 屢 獲 佳 績 ， 如
DAC/ISSCC Student Design Contest winners(2005-2010)、ICCAD CADathlon 冠
軍(2007, 2009, 2013)、ISPD Contest 冠軍(2009, 2012)、PATMOS Contest 冠軍
(2011) 、 DAC Placement Contest 冠 軍 (2012) 、 Hardware Model Checking
Competition 冠軍(2012)等；近來在產學大聯盟計畫下與臺灣積電路公司成立聯
合產學研發中心，在 5 年將近 5 億的經費支助下開發下世代半導體製程關鍵技
術，並與聯發科技公司成立創新研究中心研發下世代行動通訊相關技術與應
用；在新創事業方面也不乏學生與校友創業，如新創公司億霈科技等。
電信領域則依研究領域分為電波及通訊與信號處理，皆有卓越之研究成果，電
波更於前瞻射頻/微波/毫米波及構裝系統整合科技研究領域達到世界頂尖之水
準，微波領域團隊成員陣容堅強，學生量多質優，已建立世界級完善研究設備
與環境，並獲世界領導半導體廠技術全力支援，多年卓越計畫的支持已建立全
球頂尖地位，並於 2006-2013 年連續在頂尖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T-MTT)達到全球研究單位論文發表數與被引用次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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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並同時榮獲多項 IEEE 頂尖期刊及會議之 Best Paper Awards。通訊與信號
處理並於數位信號處理、多媒體信號處理和分析、無線通訊、網路通訊上，都
有非常卓越的研發成果。在數位信號處理以及多媒體的方面，目前在多個子領
域上居於亞太地區甚至全球的領先地位，如濾波器設計、數位語音處理、生醫
信號處理、頻譜分析技術、影像和音樂信號分析等，在無線通訊上，目前所開
發的技術已經超越了第四代行動通訊，正積極與國內外通訊產業結盟發展第五
代行動通訊。
生醫領域方面亦擁有相當傑出的研究成果，並獲得國內外許多肯定，例如由生
醫電資所開發之「高階臨床前超音波顯微影像系統」榮獲第 8 屆國家新創獎，
該系統透過探頭、系統、演算法等高階顯微影像技術的整合開發出一項精密且
符合工作流程需求的影像工具。此工具將應用在癌症治療、基因研究與新藥開
發等方面。應用於代謝物組學的計算分子設計及生物標記偵測研究成果發表於
SCI 頂尖期刊，且目前正於臺灣和美國臨床生物標記開發中使用。此外，對於
國內產業創新亦有諸多貢獻，如利用本校於基因晶片的研究成果建構出國內第
一套架構於網路上的「臺大基因晶片線上分析系統(NTUMAPs)」，可進一步利
用基因晶片的技術來發展新的癌症檢測平台。
電力及控制領域方面在綠色電力、智慧機器人、複雜之大型影像監控與交通動
態系統研究上，無論在學術成果及產業合作技轉方面均有非常亮眼成績。此外
在綠色智慧電網研究成果方面，針對因綠色再生電源大量導入電網系統，引發
之可靠度及安全性難題，提出解決方案，對於臺灣電力系統低碳綠能智慧電網
之建構，具有關鍵性貢獻。電力及控制組一共有 5 位教授榮獲 IEEE Fellow 的
頭銜及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平均每 3 位教授就有一位獲學術殊榮。

(三)國際化
本校電資學院目前國際化任務可分成下列三大主軸：
1.提升國際聲望與影響力
本項工作目前著重行銷電機資訊學院的研發實力，以提升本院該有的國際聲
望；鼓勵教授參與國際學術活動與承擔國際學術行政事務，以促進本院的國
際影響力；推動頂尖國際會議和期刊論文的發表，以提升研發成果的影響力；
加強參與頂尖國際競賽，以深化研究發展和教育訓練成效。
在實力展現與行銷方面，102 年 5 月特別邀請最頂尖專業媒體 EE Times 重
量級記者 Colin Johnson( 僅次於諾貝爾獎的京都賞得主 )來院參訪， Mr.
Johnson 於 5 月 5 日至 5 月 30 日間史無前例地發表 5 篇本院研究成果的專題
報導，獲得國際社群熱烈的回響，並有效地提升本院的國際聲望。在學術活
動參與和承擔方面，本院同仁積極參與各項動，去年有超過百人次擔任國際
學術期刊編輯，有 10 餘人次擔任重要國際組織幹部，近 10 人次擔任重要國
際會議大會或議程主席，超過百餘位同仁擔任重要國際會議議程委員。在論
文發表與影響方面，本院多項領域在頂尖國際會議或期刊論文發表量為全球
第一(例如微波、電子設計自動化和 IC 設計等)，多篇論文獲最佳論文獎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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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引用/下載論文。在國際競賽深化方面，本院師生獲多項國際競賽大獎(例
如，ACM KDD Cup、ACM CADathlon@ ICCAD、ACM ISPD 和 IEEE/ACM
ICCAD 電子設計自動化研發競賽等等近年總成績皆為世界第一)，大幅提升本
院的國際聲望與影響力。
2.推動實質國際合作
本項工作著重與國際重要大學雙學位的合作和交換生的推動，目前與北京大
學 和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有 雙 學 位 的 合 作 ， 與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 等 17 校有交換生合作
協議和與 Stanford University 等 3 校有交換研究計畫。本院近年積極從事國際
產學合作，透過科技部 I-RiCE 計畫，與半導體龍頭大廠 Intel 成立 Intel-臺大
創新研究中心，從事物聯網技術的尖端整合研究；首創長期深度的合作研究
模式，並以開放式智財權來加強國際產學合作研究對國內產業發產與人才培
育的實質貢獻。並與法國 French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Auto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和 Pierre and Marie Curie
University 等 三 個 單 位 共 同 成 立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Intelligent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Research(iCeiRA)國際研發中心，從事智慧
型機器人及自動化跨領域整合研究。電資學院更有多項跨校國際學術合作，
藉以提供師生參與跨國學術活動的機會，以增廣師生觸角，邁向國際頂尖。
3.爭取優秀國際學生
本校電資學院積極推動國際宣傳與招生，以增加本院優質國際生的來源。例
如，在郭斯彥院長帶領下，院內主管一行 6 人於 102 年 7 月至馬來西亞馬來
亞大學和國民大學招生宣傳，此行並獲發行量達 50 萬份的最大華文媒體星洲
日報報導，其報導中特別提及臺大電資學院的優良師資、產業連結與國際聲
望。此外，本院的觸角於 102 年更伸及印尼大學、印尼萬隆理工大學、印度
理工學院(Chennai)和越南胡志明市百科大學，積極延攬優秀國際學生。除出
訪宣傳外，本院更積極固本提升國際生的照顧，建立外籍生志工(Buddy)制
度，每名外籍生至少有一本土志工服務，以解決其在臺的即時問題。並利用
各種特定節日舉辦國際生的聯歡活動，藉此機會介紹臺灣文化，使其融入本
地 生 活 。 本 院 近 年 優 秀 國 際 學 位 生 成 長 迅 速 ， 包 含 多 位 來 至 Cornell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USC、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IT(India)和復旦大學等名校畢業生。

(四)產學合作
本校電資學院積極與產業界密切的互動，除成立「產學合作推動辦公室」，作
為本院與產業界互動之統一窗口，舉辦交流活動及系列論壇，以增加學生對產
業的認識，並爭取產學合作計畫。近來更與台積電和聯發科技公司成立產學研
發中心，開發前瞻關鍵技術。同時藉由這些頂尖公司的技術和設備支援，提升
教學品質與研究能量，或是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具體成果包括 98 年趨勢科技
捐贈的「雲端趨勢學程」、100 年廣達電腦捐贈雲端運算設備—「廣達研發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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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合設 HTC Magic Lab 聯合實驗室等，已協助本院在雲端運算與行動應用上
獲得相當的教學與研究成效。此外，針對「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中具
共通性、高技術挑戰、高預期經濟影響力之多頻多模射頻及毫米波收發機深耕
研發計畫資訊科技基礎技術，包括繪圖與視訊技術、虛擬化伺服器系統容錯技
術、分散式資料庫技術等重點項目，積極與廠商合作發展上述技術，培養專業
人才，同時加強技術推廣，將先進技術生根於國內、落實於產品開發。
此外，101 年成立之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國際研究中心為求達成產業合作，並
推廣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之技術及重要性，迄今已與國內共約 30 家廠商以及
重要單位法人研究(工研院、資策會、金工中心、精密機械中心等)簽署合作備
忘錄，如美商 National Instrument、德商 Faulhaber、上銀科技、東元電機、華
寶通訊、研華、臺中精機等國內外重量級廠商。並已成功執行多項技術轉移：
與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七軸手臂的直
覺式教導技術；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合作感測器融合最佳校正方
法於室內地圖建構使用技術；與上銀科技合作微創手術技術。期望未來能持續
發揮綜效，加速國內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科技研究水準發展，並協助業界
轉型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除成功完成技術轉移，該中心亦致力於推動國內自
動化產學合作發展並提供媒合平台：於 103 年 3 月舉辦「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
心技術暨產業發展研討會」、5 月舉辦「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研究成果技轉商
機暨產學合作媒合會」、7 月促成多個學術單位參與於臺北舉行的大型展覽會
「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等加強產業互動、交流及合作。
電子領域積極研發下世代積體電路技術，已設立「台積電-臺灣大學聯合研發中
心」研發適用於 7-5 奈米世代之下一世代微影技術、環繞式閘極覆晶矽電路實
體設計技術及非同步電路技術，在 5 年產學大聯盟的計畫挹注下，每年研發金
額接近新臺幣 1 億元。此外在「聯發科-臺大創新研究中心」的設立下，聯發科
技將投入數十位研究人員參與，臺大除教授外，將聘請國內外專精研究員及本
校近 70 位博碩士研究生，從而參與該中心之研究團隊將高達百人。中心近程
目標為，開發第五代通訊(5G)所需的前瞻關鍵技術與應用，諸如無線接取、智
慧手持裝置、行動網路與行動應用服務等。
「綠色電能研究中心」，正積極推動綠色電能及相關工業之產學合作，例如與
國際綠能大廠日本 Nidec 簽署合作備忘錄；促進國際研發合作及學術交流活
動，例如每年舉辦「綠色電能國際論壇」，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與相關業界參與
論壇，強化電資學院教授綠能產學合作機會。
光電領域則積極發展生醫光電三維造影、高效率照明用發光二極體、與有機無
機整合太陽能電池三方向，均有極高金額計畫執行。例如在「具早期疾病診斷
功能之超高解析度及多模組三維顯微儀開發」3 年期計畫與「高效率垂直型發
光二極體之研發」，兩者每年執行總金額皆在 2,500 萬元以上。另在「有機無
機混成薄膜太陽能電池」與「利用奈米結構來提升長波長氮化物發光二極體效
率之技術計畫」兩個國家型科技計畫上，獲核定總金額亦已接近 2,000 萬元。
電信領域則藉深耕工業基礎技術計畫規劃從研究、教學、及產學三方面做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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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在研究方面，配合行動數位匯流把通訊、資訊及媒體整合在單一載具的發
展趨勢，致力研發 2G/3G/4G 與毫米波頻段的多頻多模的多標準行動通訊技
術，規劃「高速無線通訊系統之多模多頻段射頻前端技術」的產學深耕計畫。
在教學方面，將以現有研發能量為基礎，規劃與最新通訊技術緊密結合的實作
課程。在產學合作方面，將延伸「臺灣電磁產學聯盟」的模式招募更多業界參
與，成立「高速射頻前端技術中心」，定義未來多頻多模射頻天線及毫米波通
訊的技術的需求及規格，以永續經營創新的基礎研究與應用，嘉惠所有臺灣資
通訊產業企業。通訊與信號處理組密切進行產學合作案，產學合作的對象包括
高通、聯發、宏達電、晨星、工研院、資策會等單位，有多達 7 位教授參與或
曾經參與 Intel-NTU 的國際合作計畫，另有 13 位教授參與聯發科與臺大合作
的第五代行動通訊產學大聯盟計畫。
源於生醫產業的快速興起，產業界多為新創企業。生醫電資所正積極推動與業
界之交流及互訪。首先從企業參訪開始，每學期固定帶領全所師生至企業實地
參訪，了解自產品提案、研發以至成品製造製程的過程，以增加學生對產業的
認識，並為產學合作等諸項可能奠下良好契機。至今已造訪泰博科技、大瓏企
業等醫療器材製造廠商，均為國內生醫產業知名企業。此外，亦扮演媒合平台
角色，定期邀集國內相關企業至校內舉辦徵才說明會，使畢業生能提早了解各
公司組織概況及人才需求，提早培養業界所需求的能力，為未來就業做好準
備，提升其學生未來的職場競爭力。於研究方面，藉由執行經濟部「學界開發
產業技術計畫」(學界科專計畫)，每年獲撥 3,000 萬經費，初步已能有效整合
校內研發能量，一同執行診斷超音波系統關鍵技術開發 3 年計畫－影像核心平
台基礎技術開發，並已大量增加技術轉移、專利授權件數。藉由學界與企業進
行實質產品合作開發，可運用學界已累積之基礎研發能量及既有之設施，開發
前瞻、創新性產業技術，促成領導型產業技術之發展，將先進技術紮根於國內、
加速研發產品上市的腳步，使研究成果加快產業化進程。

(五)SWOT 分析
1.優勢(S)
(1)全國一流學生來源、一流師資，研究人力充沛。國際 QS 世界排名及上海
交大各領域排名，本院各領域皆為全國第一，世界前 20-50 名。
(2)從電資領域出發，逐步進入生醫人文、自然科學等領域，跨領域整合度高。
(3)資訊電子為全國第一大產業，產學合作、技術移轉績效領先全國。
(4)傑出系友遍布全球，深具學術與產業影響力。
2.弱點(W)
(1)薪資誘因相對偏低，難以吸收及留住國際級大師或新興領域尖端人才。
(2)行政支援尚不充分。
(3)國際學生數有大幅成長，但仍未達 10%，英語授課比例近年有進步，但仍
偏低，國際化基礎建設仍待加強，尤其對吸引國際學生來臺灣的經費支助
仍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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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院各系所員額為固定規劃，相對世界名校個別領域趨勢很難做快速調整。
3.機會(O)
(1)新產業如智慧手機與穿戴式裝置興起，電機資訊發展正逐步由歐美移向亞
洲，臺灣相關產業受惠，持續往高產值發展，創新技術需求高。
(2)資訊相關產業仍發展迅速，軟體與軟硬體整合人才需求高，學生就業搶手。
(3)電機資訊為國家重點產業，政府極力挹注資源。
(4)積極參與科技部「產學大聯盟」、「國際研發中心」、「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5)剛度過金融風暴及產業不景氣的衝擊，政府研發經費無法大幅增加，因此
產學合作研發的生態系統與版塊勢必大幅調整，提供學術界至產業界之知
識創新供應鏈架構深化、尤其是人才培育與專利技轉兩個環結的絕佳轉
機，本校電資學院之技轉金額因而有大幅上升趨勢。
(6)我國電機資訊產業有世界地位，提供提升教學研究包括吸引國際學生之較
佳機會。
4.威脅(T)
(1)大陸及亞太國家大力投資電機資訊相關系所，日漸吸引教授前往任教及學
生前往深造，競爭優勢可能日益喪失。
(2)本校電資學院出國留學人數雖有回升跡象，但仍然偏低，未來優秀國際師
資遴聘產生困難。
(3)研究生人才庫受限於本土，相對於星港日韓積極對外招收學生，國際人才
相對不足，尤其近三年，本地博士生報考人數大幅降低 30%。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本校電資學院以 UC-Berkeley 為追求之長期目標，以 UIUC 為中期目標，近期
目標則為推動本校電資學院在全美工程領域 EECS 研究所排名邁入 12-15 名內，亦
即進入上海交大全球排名前 50 名，並以 USC、UCLA 為近程目標系所。
目標系所

Time QS University IEEE 學會會
士人數/教授
Rankings in
Technology 2013/14 人數*

(EECS)

上海交大 2013 世
界大學排名(ENG)

長期目標 UC-Berkeley

3

4

34/111

中期目標 UIUC

5

25

49/97

USC

18

109

52/184

UCLA

32

16

38/93

26

57

29/162

短期
目標
NTU

*註： Fellow 人數與教師人數依目前專任教師計算，不含合聘、兼任與未列於 Faculty 名單中的
Emeritus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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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世界一流學院」的最終目標，未來 5 年本校電資學院將在既有的基礎
上，精益求精，以達成下列目標：

(一)教學研究環境優質化
本校電資學院各系所一向為培育科技人才的搖籃，貢獻許多科技產業研究成
果。目前有電機一館、二館、博理館、資訊工程系館(德田館)、明達館 5 棟教
學研究大樓，實際使用樓板坪數共計 15,010 坪，但全院有專任占缺教師 162 位，
現有學士班學生約 1,300 位，研究生約 2,400 位，人均使用坪數仍為全校最低，
未來 5 年仍須持續擴充空間資源及改善教研硬體設施外，以建構優質教學及研
究環境。新建之生醫工程館預計於 103 年落成，電資學院生醫電資所獲分配 300
坪教學及實驗空間，已完整規劃將可進駐教師研究室 7 間、實驗室 9 間、生醫
核心實驗室、中型教室、產學合作中心，期能部份改善人均使用坪數，進而提
升教學研究環境。
在教學研究方面，將運用 e-learning 等技術，結合當今資料分析和網路科技的
技術，使教學內容務實，與產業需求同步。在研究環境方面，除了在硬體上提
升研究的設備，如建立無線通訊網路教學實驗室、持續擴充無反射室等共同實
驗室之量測設備與軟硬體資源以改善教研硬體設施；並結合深耕工業基礎技術
計畫，積極規劃「高速射頻前端技術中心」，以建構優質教學及研究環境。另
外，也將延攬各個重要領域當中的優秀人才來擔任師資，並邀請業界共同規劃
課程內容與參與授課，以及加強國際學術合作，以拓展電資學院師生的視野。
此外亦積極進行光電整合儀器中心實驗室擴充計畫等。

(二)提升學生之專業知識，並致力品格教育之養成
本校電資學院學士班擁有國內數理資優的菁英，未來更將致力於專業知識的提
升、推動學生赴國外頂尖學府交流，以拓展國際視野。同時，加強品格教育與
人文素養的培育，以期培養國家所需，視野宏觀、德智兼備之優秀人才。尤以
教學研究需立即反應新興領域甚至未來領域之研發需求，讓學生所學更能掌
握研究潮流、切合業界發展需求，達到學為所用、學有所用之目的，進而協
助國家產業發展。同時積極舉辦學生學習營隊及學術論壇計畫，藉分享講者學
思歷程導引學生，邀請國內外學者及產業專家撥冗分享研發與職涯經驗，使學
生在其專業領域學習之外，更能吸收研究先驅之學思歷程，作為其品格教育之
陶冶或導引其繼續深造之參考。
此外，專業知識加強方面，一為著重學生基礎知識的加強、數學演算技巧，和
寫程式能力的加強，確實訓練；另一方面，則是了解各領域的尖端前瞻性的技
術與趨勢，並致力推動學生赴國外頂尖學府交流以及吸引國際學生就讀，拓展
國際視野。品格教育則從教授自身之身教著手，藉由跨領域團隊合作研究、計
畫經費規劃等機會教育，讓同學們養成正直、嚴謹、奉公守法的觀念，亦致力
培育領袖級人才，強化品格教育與人文素養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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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成為國際一流的電機、資訊研究重鎮
1.電力與控制領域
智慧機器人及智慧電網領域之傑出表現已獲國際高度肯定，未來持續研究先
進之理論及技術、整體系統之控制性與自動化以強化產業技術與產能提升；
亦將深化綠色電力研究，期能對臺灣電力系統低碳綠能智慧電網之建構，作
出關鍵性貢獻。
2.資料科學領域
巨量資料(Big Data)是近年資訊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亦是產業發展的發展浪
潮，若能有效率的處理、分析與應用巨量資料，將為人類的生活帶來更大的
便利性，亦可能帶動不同學科的新發現。將結合現有機器學習、資料探勘、
多媒體、系統研究等領域的研究，以期研發出世界級系統或工具。成立資料
科學研究所整合相關研究，推動跨領域研究，培育所需人才。
3.光電領域
發展長程目標係為配合光電所建構一個世界光電重鎮，不只整體與美國三大
光電學院(亞歷桑那：教師人數 75 人，研究經費 10 億新臺幣/年，空間 4,414
坪；中佛羅里達：教師人數 28 人，研究經費 7 億新臺幣/年，空間 2,923 坪；
及洛徹斯特大學)齊名，同時，在特定研究領域內與美國、歐洲、日本頂尖大
學(如 MIT、柏克萊、UIUC、Stanford、東京等大學)並列。尤其在臺灣重要光
電產業領域(如照明、能源、生醫光電與光通訊等)，5 年內將積極推展至少有
上述之一成為能與全球領先研究群並駕齊驅之研發重鎮。
4.電子領域
類比、數位晶片設計與電子設計自動化領域表現傑出在最頂尖國際會議中屢
獲高度肯定，國內半導體產業亦居全球重要地位。在現有優良基礎下，已與
世界領先之半導體製造公司台積電和積體電路系統設計公司聯發科分別設置
研發中心，解決下世代 7-5 奈米製程與第五代行動通訊關鍵技術，成為物聯
網、智慧行動裝置等應用的 enabler，將加強系統整合與跨領域研究發展，並
且強化與國際學術及研究機構之交流合作，使電子相關學術研究領域在競爭
激烈的國際舞台上保持領先，成為國際電子技術研究一流重鎮。
5.電信領域
於通訊、信號處理及電波許多的子領域都已經處於國際領先的地位，未來將
繼續維持在行動通訊網路、語音處理、影像分析、光通訊、射頻/微波/毫米波
及構裝系統整合技術等方面的優勢，也配合大聯盟、深耕計畫積極完成研發
新世代無線通訊系統的測試平台或模擬系統，並以跨領域研究、跨產業發展、
跨國際合作為發展主軸，推動各項學術研究、教育訓練、產學合作及國際，
努力挑戰新的領域。
6.生醫領域
將既有基因領域的研究成果與醫學知識緊密結合，發展成基因健康照護系統。
利用臺灣完善健保制度的優勢，將能領先其他國家達到普及化，成為全球基因
健康照護之標竿，並促成臺灣新興產業之發展，進一步商品化行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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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提升空間及硬體設備
1.建置智慧節能暨安全大樓
電資學院館舍中，電機一館及二館皆啟用 20 年以上，使用師生人數繁多，許
多設施皆已老舊，甚至有安全之顧慮，有必要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多項改造工
程。為提供師生優良研究及安全學習環境以及提升國際化形象，預計未來幾
年內將進行電機二館大廳改造裝修、實驗室內部空間整修及網路基礎設施等
改善工程。另外，近年為響應本校節能政策，電資學院將陸續建置館舍教學
及公共空間之節約能源改善工程，如各館舍陸續更換節能燈具、建置教室門
禁節電系統以及實驗室空調監控管理系統等相關節能措施，期望達到每年用
電量持續負成長之目標。
2.建置創意科技展示中心及 e 化教學系統
電資學院未來於電機系館建置創意科技展示中心，增購大尺寸多媒體資訊播
放螢幕以展示本院師生創意研究成果及跨領域之交流，並一方面本院陸續建
置遠距視訊系統以及教室 e 化等設備，以改善館舍老舊教學設備，提升教學
效率與品質。
3.實驗室安全升級-提升製程實驗室之安全環境
電資學院將來欲提升製程實驗室之安全實驗環境，包括鋼瓶氣體安全管制、
汰換老舊液體管線、強化實驗室磁場與氣體之監控與警示、建立緊急事故預
防及管理流程。
4.建置網路基礎建設、新式主機房與大型線上公開教學課程製作設施
因應雲端運算趨勢及巨量資料所需大量計算能量，建立新式主機房及資料中
心以容納各實驗室之伺服器，為提升整體網路架構之性能，將更新骨幹網路
為 10 Gb/s 等級之光纖線路，並透過基地台的規劃與建置提升無線網路覆蓋率
與效能。除可以減少分散式管理造成的額外耗能，亦能提供更佳的使用效率
及保全措施。
此外，並因應「大型線上公開教學課程」課程製作之需求，建置專屬製作設
施，提供所需設備如可轉動攝影錄影設備，數位教學設備等設施，以提供一
個便利的線上課程製作環境，鼓勵新增與持續更新線上課程之內容。
5.充分活化與利用目前產學合作公司所保留之產學合作空間
本院積極與業界產學合作，以現有產學合作空間開發市場需求商品之研究，
充並分活化利用博理館、德田館、明達館之特定保留產學合作空間，擴充本
院研究空間，並可達到產學交流合作之雙贏局面。
6.積極參與頂尖大學計畫全校研發大樓之規劃與興建
透過跨領域與整合研究空間如：製程中心、奈米科技、生醫研究等實驗室，
與全校各相關單位進行實質交流合作與空間共用。
7.配合校總區東北區之中長程重整與更新計畫
電資學院與生農學院共同規劃，聯發科技公司資助興建之發揚樓，整合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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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與電資學院中之生物電子、資訊及生物產業相關之單位與實驗室，組成
跨組、跨學院、跨領域共同研究實驗室或研究群，一方面與電資學院各館鄰
近而得以獲得整體之規劃與發展，另一方面將成為促進跨領域合作、兩學院
生物領域相關教研工作整合交流之絕佳場所。
8.積極參與永齡基金會捐贈的生醫工程館興建案
生醫工程館於 103 年落成，本院生醫電資所獲分配 300 坪教學及實驗空間，
可視為電資學院延伸生醫領域的敲門磚，有助於加速與機械系、醫工所進行
跨學院研究合作的進程，成為跨領域學門的生醫工程產學研發合作基地。

(二)改善教學
1.強化學生課業輔導，教學相長
(1)追蹤學生成績，主動關懷輔導：針對已有 1/2 學分不及格、與前一學期學
業平均 65 分以下學生，列入成績追蹤名單，加強課業輔導。除了請任課
教師提供追蹤名單學生之期中考成績，並主動聯繫導師與學生家長，共同
關切學生的學習狀況，協助提升學習成效。
(2)強化必修課讀書會：彙整追蹤名單同學的選課紀錄，由專任助教統籌研究生
助教及陪讀研究生志工協助課業輔導，以期增進團體互動，提升學習效果。
2.課程改革
(1)新增開設專題實習課程：促進學以致用與解決實務問題能力，發揮創新與
深入研究之潛能：藉由產業與公部門暑期實習，促使大學部學生認識產
業、科技脈動與需求，提升學習動機與眼界。並藉由教師參與，強化產學
合作，深化培養學生運用知識獨立解決問題、團隊合作與溝通等核心能力。
(2)強化專題演講課程，培育具國際觀、富社會關懷之未來科技領導人：邀請
學術界、業界重要知名人士作專業領域之演講，除拓展學生視野，增進學
生跨界知識外，並藉此向業界爭取學生暑期工讀及企業徵才暨獎助學金之
機會。另亦邀請藝文界及社會服務傑出人士來校演講，以增進學生人文素
養與品格教育之傳授。
(3)強化專題研究課程：擴大舉辦學士班優良專題及實驗課成果報告甄選活
動：設置精專獎，鼓勵同學認真參與專題研究與複選必修實驗，落實專業
技術能力之培養。此外，亦補助學士班學生參與國際性學術會議，提升專
題研究動機，拓展國際視野。
(4)滾動式課程檢討及改進：定期就增加課程、學程規劃及其他與課程或教學
相關事項進行檢討、規劃與調整，以因應最新潮流與趨勢，同時兼顧價值
觀多元化與執行品質作業化，讓學生依資質與興趣，得到適切的教育和實
作練習。除了減少開設內容重複太多的課程，並預告開課清單，讓學生能
預先規劃選課流程，同時逐步改進實驗課程，以加強學理與實務之結合。
(5)廣徵學生及教授的意見，進行課程改革與教學改進雙向交流：持續以教學
評鑑及工程教育認證之意見書作為教學及課程改進之參考，並邀請學群教
授與學生代表參加課程與教學改進小組，設置課程意見箱，廣徵各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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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積極推廣大型線上公開教學課程：「大型線上公開教學課程」(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簡稱 MOOC)是近年來世界一流大學競相投入的全新
教育方式。透過新一代數位教育平台的輔助，現上課程除了可以方便修課
學生複習課程，亦可用於翻轉教室的新式教學方法，更能向全世界的學生
推播知識，將大學教育帶向全新的層次，並提升校系之國際能見度，亦能
使本校學生體會全球競爭力。
(7)強化整合式課程：「整合式課程」(capstone course)是本校重點推行之目標，
它可以用來做為「學習總體檢」，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是否達到系所設
定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大學部「專題研究」即屬此類之整合式課程，
學生將大學部各課程所習得之能力應用於特定的研究領域，將透過舉辦
「專題研究成果展暨競賽」，鼓勵同學們將在專題研究課程中優秀的成果
公開發表，以形成正向的討論與回饋氛圍，以鼓勵同學們更早、更深入的
進行專題研究工作。

(三)增進研究能量
依據本校未來 5 年重點發展研究，電資學院規劃重點包含：
1.優勢領域及具突破研究之團隊
(1)前瞻電信及信號處理技術：包括無線通信的射頻/毫米波及系統構裝技術及
尖端信號處理技術。以無線進行兆位元傳輸已成為主流，3G/4G/技術逐漸
成熟將邁向實用，未來第五代行動通訊(5G)所需的通訊、網路、微波/毫米
波、系統構裝及信號處理多媒體技術電信團隊在國際皆具領導地位，結合
優秀的研究團隊、世界領先之半導體廠技術，以及多年長期卓越計畫累積
之成果，來實現 Giga bits 寬頻無線通訊系統為主軸的突破研發。
(2)資料科學相關研究：巨量資料(Big Data)是近年資訊科技發展的新浪潮，從
大量資料萃取價值的需求，帶來知識與技術創新的機會，而資料的主要來
源將來自於感測器、社群網路及多媒體資料(如監控影片)。世界各國已紛
紛投入鉅額經費，推動巨量資料應用和技術開發，我國過去在伺服器製造
優勢，全世界約有近半之伺服器源自我國生產，且該市場仍持續擴大中，
然而目前仍缺乏以巨量資料應用為目標的軟硬體整合與優化技術。將以院
內現有機器學習、資料探勘、網路資料檢索、自然語言處理、多媒體、行
動計算及大型系統等方面之研究成果為基礎，提升資料科學相關研究能
量。成立資料科學研究所整合相關研究，推動跨領域研究，培育所需人才。
(3)醫療照護系統開發及生醫晶片之研發：面臨人口結構的轉變，目前醫療發
展方針已轉為治療與照護並重，為擴大醫療服務範圍，醫療照護系統的開
發及應用已是國內各級醫院的發展重點。本院擁有豐富的學術基礎，對於
系統的開發亦相當有經驗，並致力於臨床導入之研究，勢必成為國內此領
域發展之指標。此外，利用本院跨領域人才優勢，結合微電子、微機械、
生命科學和生物訊息所研發之生醫晶片，能將大型生醫檢測系統加以縮
小、整合製作於小面積的晶片上，應用於表現分析、疾病診斷、藥物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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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定序、蛋白質分析等研究皆有相當成果。以上述兩項為研發主軸加以
深耕，以達到醫療資源開源節流之目的。
2.在地研究優勢(local advantage)
(1)系統晶片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製造：「台積電-臺大聯合研發中心」的設立
將結合本校研究人才及豐碩的研究成果，整合微影、材料、元件、實體設
計及非同步電路等相關技術，並結合台積電在半導體領域原本之 know
how 及相關製程資料，共同研發適用於 7-5 奈米世代之下一世代微影技
術、環繞式閘極覆晶矽電路實體設計技術及非同步電路技術。此外在「聯
發科-臺大創新研究中心」的設立下將推動本校晶片、通訊、軟體、系統與
醫療電子相關之前瞻技術研究，建構整合共同核心實驗室開發第五代通訊
(5G)所需的關鍵技術。整合並促進前瞻性跨學院跨領域之研發與應用，培
育具前瞻視野之跨領域重點研究領袖人才。
(2)前瞻光電技術：藉「臺大光電創新研究中心」推動能源與節能光電之研究，
加強有機與無機材料整合能源轉換元件開發，並持續擴大顯示科技在地產
業與本校在高階研發人才培育與研究發展的合作。此外，四族積體光子學
與穿透性光電科技為光電所稀少性前沿研究領域，將以積極增加博士後研
究員與助理級以上研究學者員額，彌補在此研究面向之研發人力短缺情
形。同時利用積體電路製造業之成熟技術優勢，開展矽光子晶片互聯前沿
技術，並深化與現居世界領導地位之國內照明光電科技產業集團之產學合
作，提升研究領域縱深。
3.全球急迫性需求之主題(emergent target)
(1)遠距醫療照護：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也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提升醫療
照護品質，將資通訊科技導入醫療照護相關服務業，發展人性化之遠距醫療
照護系統實為必須。此領域有急切需求的，是加強醫療照護資訊系統之整合
開發，從醫療、資訊、醫病互動介面、通訊與信號分析、藥品、護理、行政
等觀點綜合考量，去研發建構新的醫療照護資訊系統及相關產業鏈。
(2)綠色電能：綠色電能開發為影響人類未來生活品質的課題，也是全球急迫
性需求的新興科技領域，電資學院「綠色電能研究中心」積極推動綠色電
能及相關工業之產學合作；定期舉辦國際論壇，邀集國際知名學者進行學
術交流，並與國際知名企業簽署合作備忘錄，爭取跨國合作機會，期能提
升本校綠色電能科技至世界水準。
4.改善博士班生源不足的問題
近年來，由於少子化的趨勢、碩士畢業生就業機會頗佳及社會氛圍的影響致
使學生攻讀博士班的意願大幅下降，衍生博士班生源數量及素質下降的問
題。電資學院努力的方向為：
(1)提供更好的條件鼓勵碩士生直攻博士班，並訂定彈性化的博士畢業條件，
以鼓勵學生從事比較大型系統的整合工作或高挑戰性的研究。
(2)鼓勵學生提早參加專題研究，舉辦專題競賽，提升其研究興趣，藉以吸引
優秀學生留在本校博士班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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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業界合作，由業界選派優秀員工到臺大或由臺大選派學生到公司聯合開
發業界所需技術，如：工研院、資策會、中研院、中華電信等機構，同時
攻讀博士學位，創造雙贏局面。
(4)向下紮根，舉辦相關教育活動及營隊啟發高中生對於資訊科技的興趣，培
養學生對於相關領域的長期興趣。
針對各項重點發展領域之策略目標、評鑑指標與預定執行情形，茲以關鍵績效
指標表(KPI)來說明：
項
目

策略目標

評鑑指標

期中預定執行情形

期末預定執行情形

1.卓越學術研究成 1.頂尖論文發表數
1.維持國際頂尖期刊 1.維持國際頂尖期刊
果
2.跨領域、跨校研究
世界領先地位(如
世界領先地位(如

前
瞻
電
信
及
信
號
處
理
技
術

2.產學合作
3.國際交流合作

整合件數
T-MTT, MWCL,
T-MTT, MWCL,
3.產學合作計畫件數
T-CPMP)
T-CPMP)
暨技術移轉金額
2.與世界級大廠產學 2.與世界級大廠產學
4.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件數

合作計畫至少 2
合作計畫至少 3
件，金額達 1,000
件 ， 金 額 達 2,000
萬
萬
3.與國際著名研究機 3.與國際著名研究機
構合作案至少 2 件
構合作案至少 4 件
4.國際得獎或國際重 4.國際得獎或國際重
要學會會士至少 1
要學會會士至少 2
人次

資
料
科
學

1.整合研究團隊
2.加強產學合作
3.推動國際合作
4.促進研究卓越

人次

1.傑出論文篇數
1.傑出論文 25 篇
1.傑出論文 50 篇
2.產學合作計畫件數 2.產學合作計畫 2 項 2.產學合作計畫 3 項
與金額
以上，金額合計達
以上，金額合計達
3.技術移轉金額
1,000 萬元以上
2,000 萬元以上
3.技術移轉金額合計 3.技術移轉金額合計
達 200 萬元以上
達 40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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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醫
療
照
護
系
統
開
發
及
生
醫
晶
片
研
發
系
統
晶
片
大
型
積
體
電
路
設
計
與
製
造

前
瞻
光
電
技
術

策略目標

評鑑指標

期中預定執行情形

期末預定執行情形

1.加強國際學術交
流
2.技術轉移
3. 跨 領 域 人 才 整
合、團隊合作
4.促進研究發展
5.產業連結

1.國際學術交流、合
作件數
2.技術轉移件數及金
額
3.跨領域研究團隊數
量
4.頂尖論文發表
5.國際重要學會人數
6.產學合作件數及金

1.執行跨國研究至少
1件
2.國際訪賓 5 位
3.產學合作計畫或技
術轉移至少各 2
件，金額達 500 萬
以上
4.傑出、優良論文發
表 10 篇以上

1.舉辦國際研討會 1
次
2.國際訪賓 10 位以上
3.與國際學研團隊共
同執行 2 項計畫
4.產學合作計畫、技術
轉移至少各 5 件，
金額達 1000 萬以上
5.傑出、優良論文發表

額
5.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20 篇以上
7.跨院校團隊之成員
至少 1 人次
6.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結構
至少 2 人次
1.實現符合各種無
線通訊標準的系
統晶片
2.開發先進系統晶
片設計自動化方
法
3.促進密集的產學

1.ISSCC、DAC 與傑 1.ISSCC、DAC 論文
出、優良期刊論文
發表數 8 篇
發表數
2.技術移轉金 300 萬
2.晶片實現數
元以上
3.技術移轉金額
3.產學合作計畫 15
4.產學合作計畫件數
件、2,000 萬元以
與金額
上

1.ISSCC、DAC 論文
發表數 16 篇
2.SCI 論文發表數 100
篇以上
3.技術移轉金 600 萬
元以上
4. 產 學 合 作 計 畫 30

互動
4.善用截長補短的
國際合作

4.與著名研究機構合
件、4,000 萬元以上
作案至少 2 件
5.與著名研究機構合
作案至少 4 件

1.實現各式生醫光
電三維顯微造影
系統
2.藉由「臺大光電
創新研究中心」
強化產學合作
3.與國際知名大學
共同組織大型國

1.SCI 傑出與優良期 1.SCI 傑出期刊論文 1.SCI 傑出期刊論文
刊論文發表數
發表數達 50 篇以
發表數達 100 篇以
2.技術移轉件數
上
上
3.產學合作計畫件數 2.產學合作計畫 1 件 2.產學合作計畫 2 件
與金額
執行金額共 500 萬
執 行 金 額 共 1,000
4.國際重要光電學會
元以上
萬元以上
會士人數
3.與國際著名研究機 3.與國際著名研究機
構合作案 1 件
構合作案 1 件

際研究團隊爭取
跨國研發整合計
畫

4.新增國際重要光電 4.新增國際重要光電
學會會士至少 1 位
學會會士至少 2 位
以上
以上

(四)推動國際化
本校電資院國際化的推動分為下列三大主軸進行：(1)提升國際聲望與影響力、
(2)推動實質國際合作、(3)爭取優秀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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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提升國際聲望與影響力方面，將邀請重量級國際媒體報導本院研發與競賽
成果(例如 EE Times, Electronic Design, EDACafe 等)，鼓勵主辦旗艦級國際學
術會議，爭取擔任國際重要學會幹部(如 ACM 和 IEEE 學會執行委員與副總
裁等等)，鼓勵教師與學生參與頂尖國際學術活動，並依重要性分級鼓勵，以
導向追求卓越旗艦會議。
2.在推動實質國際合作方面，加強與頂尖大學雙學位合作，除北大和早稻田大
學 繼 續 合 作 外 ， 完 成 與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和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UW-Seattle)3+2/4+1 雙學位計畫，以及與
法國高等理工學院聯盟(n+i 聯盟)之雙碩士學位計畫。繼續加強現有 17 校交
換生合作協議，推動國際合作計畫。另將特別加強與 MIT CSAIL、德國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日本九州工業大學、俄羅斯莫斯科大學&
托木斯克國立大學、奧地利格拉茨科技大學、印度高等統計院進行合作研究。
本院亦將與 IBM 和微軟等公司進行跨國產學合作交流，並計畫選派教授及學
生前往頂尖研究團隊研究(例如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MIT、Stanford、微
軟研究中心、Intel 研究中心等)。
3.在爭取優秀國際學生方面，預計前往俄羅斯托木斯克國立大學、越南百科大
學、印尼大學、印尼萬隆理工大學、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和檳城科技大學招
攬優秀外籍生，並赴大陸知名大學參訪並進行宣導，吸引陸生赴臺交流或就
讀學位；持續推動與歐盟 European Master of Science in Photonics 計畫內夥伴
學校的交流與保持聯盟關係，赴夥伴學校進行宣傳以提升双方研究生就讀雙
碩士學位人數。積極推動國際學生導師與助教制度，加強外籍生志工制度；
增設外國獎學金名額及外籍生導師活動經費；與國內企業(如 TSMC)洽談國
際生實習計畫，以提升其來電資院就讀誘因；強化英語課程與整合，持續加
強外語能力教學；改善英文網站，即時更新外籍生資訊以便查詢。

(五)深化產學合作，共創雙贏
1.深化產學合作機制
(1)持續並擴大各項專案合作，包括與企業、學會及政府重點推動聯盟，並協
助政府推動重要科技政策。
(2)成立產學合作推動平台，定期提供教授產學合作相關資訊與產業參訪活
動，並舉辦產學合作媒合會議，增加技術轉移成功機會。
2.落實產學互動
(1)新增開設專題實習課程，促進學以致用與解決實務問題能力，發揮創新與
深入研究之潛能：藉由產業與公部門暑期實習，促使大學部學生認識產
業、科技脈動與需求，提升學習動機與眼界。並藉由教師參與，強化產學
合作。
(2)開設產學合作相關課程以及推動業界專題演講，並透過產學辦公室持續
與企業界合作，並主動與產業界合作辦理學生實習及產業在職訓練，提
升學生就業競爭力與產業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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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年積極辦理光電產業論壇與徵才活動，配合我國光電工業及科技發展所
需培養研發人才，並務實產學應用研究合作以加強訓練學生實作能力。
(4)本院「綠色電能研究中心」每年舉辦「綠色電能國際論壇」，邀請國際知
名學者與相關業界參與論壇，促進國際研發合作及學術交流活動。
(5)鼓勵教師積極參與綠能與智慧機器人相關產業與研發單位之建教合作。
(6)以「臺灣電磁產學聯盟」為基礎，提供業界定期獲得聯盟研究成果摘要及
優先徵選本校優秀人才之機會，並舉辦年會，進行論文發表及成果展示，
使會員能取得第一手前瞻研究資源。透過產學聯盟會員年費建立穩定之經
費來源，並藉由技術轉移使研究成果資金化；二是積極爭取和產業界合作
的機會，推廣電信所前瞻研究成果，說服並引導國內產業投入研發，改善
主流產業以代工為主，容易被大陸和其他國家取代之風險，並藉由大聯盟
等大型產學合作，深入了解業界需求，邀請業界協助規劃課程內容，以便
培養出有產業認知，適合產業需求，同時具有前瞻研究觀與國際觀的人
才，逐步提升產業結構與前瞻研究設計，共創雙贏局面。
(7)廣泛蒐集生醫產業相關業界名單，加強與企業之聯繫，以深化產學合作內
容。由於生醫產業技術日新月異，將以「業界出題、學界解題」的模式，
提供技術合作諮詢或協助，不僅提升研發效率，並降低技術轉移門檻，有
效促進學研成果銜接產業，加速學研醫界研發成果產品化上市。
(8)推動研究生實習之人才培育，主動掌握人力需求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自
推動學生至企業實習開始，創造研發替代役、就業機會，以協助畢業生以
生醫研發專業人員身份獲得適才適所、學以致用的發展機會。並與企業合
作，辦理醫療器材產業發展之教育訓練、認證。

五、預期效益
(一)空間及硬體設備之提升
本校電資學院預期 5 年內可達成之效益包括：
1.未來本校電資學院老舊館舍空間的改善後，包括電機二館一樓大廳及視聽教
室整修等工程，以提供師生優質的教學研究環境，並有助於提升本院國際學
術印象，另外更新教學設備及建置 e 化教學系統，亦助改善本院教學環境及
大幅提升教學品質。
2.創意科技展示中心之建置，可使師生創意研究成果展現及交流，將可激起更
大創意能量，並藉由產學合作與跨領域整合，可將創意研究成果技轉至業界，
以生產更具創意及競爭力之商品，為我國科技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3.智慧節能暨安全大樓建置包含教室節電系統、實驗室空調管理系統、自動感
應照明節能裝置、省能照明燈具更新改善、節能風扇裝設、走廊電燈節能控
制工程、公共監視系統、緊急求救通報、大樓維生監測系統等工程，以及增
設實驗室安全防護監測，以達到最佳節能減碳之效果及給予本院師生安全的
教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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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型主機房與資料中心與更新的網路基礎建設將提供發展資料科學研究之所
需，並符合節能省碳之目標。
5.新設之線上課程製作設施，可鼓勵更多教師願意投入線上課程之製作，除可
提升教學品質外，亦能有效擴散知識，善盡大學之社會責任。

(二)教學之卓越
為達教學卓越之目標，本院預期 5 年內可達成之效益包括：
1.強化學生課業輔導，增進團體互動與向心力，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教
學滿意度
2.強化學生專題研究能力，提升學生的專業知識、實務能力與國際視野。
3.推展專題實習課程，強化產學合作，深化培養學生運用知識獨立解決問題、
團隊合作與溝通等核心能力。並且將實作課程結合相關基礎課程、核心課程、
與應用課程等。
4.推展跨領域演講與學程，使學生接觸到科技、管理、人文、經濟、法律等全
方位之背景知識，讓本校電資學院成為臺灣電機資訊科技領導人才之搖籃。
5.透過課程與教學之定期檢討與調整，配合定期之教學評鑑與工程教育認證，
可建立本校電資學院持續性的教學改善機制。並能將教學課程推廣至全國，
強化教學品質，普及電子教學技術，擴大人才培育規模。
6.透過(1)提供更好的條件及彈性、(2)專題研究吸引優秀學生、(3)與業界合作選
派優秀員工攻讀博士學位並聯合開發業界所需技術等作法，解決博士生生源
不足的問題。
7.持續追蹤課程規劃成效及問題，適時調整課程結構以因應未來研究及產業之
需求。並透過整合式課程及專題研究成果展等方式檢驗學生學習成效，並鼓
勵同學更早、更深入的進行創新技術研究工作。
8.藉由加強博士班招生人數，提升研究品質。透過教學改善小組定期檢討系所
課程，建立課程改善機制，以全方位的課程規劃加寬加深研究生之學習廣度，
培育跨領域領袖人才。

(三)研究能量之增進
透過跨領域整合性研究的推展，提供產業界與學術界具備行動化、智慧化、節
能化與自動化之電機與電腦理論與技術，以增進人類在生活空間與行動載具的
使用上的安全性、省電性、舒適性與便利性，進而增進人類學習的效能與提升
生活品質。細部成效包括：
1.持續進行突破性領域研發，結合臺灣半導體產業優勢及本校充沛跨領域傑 出
團隊，以突破性成果建立國際學術知名度及影響力。除學術論文之發表外，
並著重基礎性專利之布局及具企圖心之績效指標，預期未來 5 年內成為世界
頂尖。配合臺灣硬體製造之優勢，研發臺灣產業發展所欠缺的資料科學相關
技術及服務，以增益硬體發展的價值，並與相關學科進行跨領域研究促進科
學整體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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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領域之整合性研究推展：包括光電領域將與國內外知名大學及政府或公司
研 究實驗室，在幾個指標項目如各式生醫光電三維顯微造影系統，照明與能
源光電元件材料，高速光纖毫米波整合通訊元件與晶片等進行合作，以引領
世界下世代之技術發展，及國家創新產業布局；電信領域則著重下世代行動
通訊系統的關鍵基礎技術及相關射頻電路、物聯網與機器通訊、數位語音處
理與行動雲端服務結合、多媒體技術，例如模糊影像還原、音樂信號分析和
檢索、分子通訊、生醫信號處理等；生醫電資領域則整合生醫/工程/資訊跨
領域研究的典範之後，促使臺大成為生醫產業研究發展之重鎮。不僅具有整
合跨領域研究資源之能力，更進一步提升臺灣新興產業的研發實力，創造產
業升級機會。
3.經由對教師參加頂尖國際會議之獎勵與舉辦會前會，提高本院教師論文發表
品質與影響力，增加論文的被接受率。

(四)國際化之提升
藉由國際聲望與影響力的提升、實質國際合作的推動和優秀國際學生的爭取等
三大主軸工作的推廣，使臺大電資院在國際的聲望、國際生的成長和研發的精
進三方面，產生具加乘效果的良性循環，達到真正「華人最頂尖、國際第一流」
的境界。

(五)產學合作之深化以共創雙贏
在產學合作、研發及研究成果推廣方面，預期 5 年內可達以下之效益：
1.設立產學合作平台後，各項電機資訊產業資訊平台將獲得建立，並積極協助
教授進行研究成果技術轉移或創投育成，達到技轉或育成件數及金額逐年增
加之目標，將電機領域研究成果推廣應用於產業界，並積極擔任政府政策推
動的主要諮詢單位。
2.透過產學互動，可確實落實「以專業經世濟民」的目標，進而將教師於學術
領域獲得之優異成績與本土產業技術與產業價值的提升建構緊密結合，掌握
研發先機。
3.配合政府政策，積極與廠商合作發展實用技術，培養專業人才，同時加強技
術推廣，將先進技術生根於國內、落實於產品開發。
4.藉由產學合作以掌握人力需求現況及觀察未來發展趨勢此二項作法，不僅可
創造臺大成為跨領域電機資訊產業人才培育的搖籃，提供業界即時研發能
力；亦可縮短產學距離，補足產業鏈缺口，加速落實技術產業化推動。另一
方面則藉由來自企業的資金挹注及資源，協助學術界提升研發實力，加快研
發腳步，有利於前瞻技術轉移及產品商業化，共創雙贏。
5.未來將持續提升產學合作之質與量，以長期合作及需要長期投入的研究題目
為主，極力爭取多年期的合作案，藉由與業界互動，將電信所的研究成果帶
進國際標準與先進產品，同時積極爭取同學們實習的機會，降低產學落差。
再利用大聯盟計畫與產學聯盟如「臺灣電磁產學聯盟」，整合相關產學鍵結
功能，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促進創新研究，弭平產學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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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評
(一)量化指標
現況值

目標值

量化項目

國
際
化

教
學
及
研
究
成
果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就讀學位國際生數(含陸生)

85

90

95

97

99

101

交換國際學生數

35

36

37

38

39

40

經簽約且含有計畫經費
之國際合作計畫件數

14

15

16

17

18

19

英語授課課程數

53

54

55

56

57

58

重要國際會議主辦數

18

18

18

18

18

18

國外學者來訪人次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專任占缺教師人數

162

162

162

162

162

162

國際論文
(SCI/SSCI/A&HCI)篇數

614

614

614

614

614

614

國際重要期刊編輯人數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人次)

48

49

50

51

52

53

科技部計畫件數

246

244

242

240

238

236

44,903

44,903

44,903

44,903

44,903

44,903

94

95

96

97

98

99

22,763

22,990

23,220

23,452

23,687

23,924

國內專利數

75

72

69

66

63

60

國外專利數

28

28

28

28

29

30

技術移轉件數

14

15

16

17

18

19

技術移轉金額(萬元)

780

800

820

840

860

880

科技部計畫金額(萬元)

研
究
計
畫
及
技
術
成
果

建教合作計畫件數
建教合作計畫金額(萬元)

(二)質化指標
1.提升空間及硬體設備
(1)建置智慧節能暨安全大樓。
(2)建置創意科技展示中心及 e 化教學系統。
(3)實驗室安全升級-提升製程實驗室之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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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置網路基礎建設、新式主機房與大型線上公開教學課程製作設施。
(5)充分活化與利用目前產學合作公司所保留之產學合作空間。
(6)積極參與頂尖大學計畫全校研發大樓之規劃與興建。
(7)配合校總區東北區之中長程重整與更新計畫。
(8)積極參與永齡基金會捐贈的生醫工程館興建案。
2.改善教學品質
(1)強化學生課業輔導，教學相長。
(2)滾動式課程檢討及改進。
(3)推廣大型線上公開教學課程。
(4)強化整合式課程 。
3.增進研究能量
(1)發展優勢領域及具突破研究之團隊。
(2)深耕在地研究優勢領域。
(3)掌握全球急迫性需求之主題。
(4)改善博士班生源不足問題。
4.推動國際化
(1)提升國際聲望與影響力。
(2)推動實質國際合作。
(3)爭取優秀國際學生。
5.深化產學合作，共創雙贏
(1)深化產學合作機制。
(2)落實產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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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法律學院原為法學院下之法律學系，於 1999 年 8 月 1 日正式獨立成院，除原
有法律學系(含大學部及碩博士班)，並積極推動科際整合法學教育，奉准於 2004
年 8 月 1 日起新設「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正式招生，目前為一系及一獨立所。
法律學院自 1928 年「臺北帝國大學」創建設置「文政學部」、「政學科」開始
迄今，始終秉持推行法治、保障人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之教育目標，扮演臺灣斯
土優秀法律人才培育之要角，並致力於民主法治觀念之播種與推行。
研究方面，法律學院以各個研究中心凝聚院內教師專長，鼓勵以跨領域方式，
發展具有前瞻性的議題，並舉辦大型學術發表會，以「臺灣法學領航者」自我期許，
透過這些研究成果，展現出對行政、立法、司法的影響力。
教學方面，除了傳統法律課程，近來也強調科際整合及實務訓練課程，期待培
育多元法律人才，使學生於未來進入職場後，得以展現其專業法學訓練成果，於實
務及學界實質發揮影響力，為臺灣社會注入新的活力。

(一)單位功能簡介
法律學院目前包括法律學系(含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5 個常設學科中心及 9 個議題研究中心，並在學院以下設置 12 個委員會。
5 個學科中心，分別為公法學中心、基礎法學中心、民事法學中心、刑事法學
中心、商事法學中心，負責各領域課程及教師聘任等事項之規劃協調。
9 個議題研究中心，分別為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科技、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
亞洲 WTO 暨國際衛生法與政策研究中心、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企業暨金
融法制研究中心、環境永續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歐洲聯盟法律研究中心、財
稅法學研究中心、比較法研究中心，負責各議題跨領域之學術研究及合作交流。
12 個委員會，分別為頂尖計畫策略發展委員會、招生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
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學優良教師複選委員會、教師評鑑委員會、院教師
升等評審委員會、教師傑出服務獎遴選委員會、特聘教授評鑑委員會、學術審
議委員會、圖書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法律學院之發展策略、研擬
各項法令規章並執行各項院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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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體目標說明
法律學院設置目標，首在提供學生完整紮實的法律理論與實務經驗教育，並強
調學生的人格養成。除希望學生獲得專業法律知識及熟練的法律技術外，更期
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透過對法律基礎之價值理念的了解，具備法律運用上應
有的人本思想與社會關懷，以達成「培養法治國家所需之法律專業與品德兼備
之法律人」使命。
同時，我們設立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旨在結合不同學門領域的知識，發展
具有「科際整合」特質的「法律學」，使得在各領域學科已有專業知識的大學
畢業生，接受法學教育，培養兼具多元化思維及專業化能力的法律人才。
本院法學教育方向係鼓勵學生於法律領域外多元學習，形塑獨立思考以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為了因應現代社會的多元發展，法律必然須與其他領域進行整合
性的探討與學習，方能有效處理社會變遷或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各種新興議題，
並使法律人具備更多學識基礎來提出更好的法律論證。
宏觀而論，法律學院之總體目標，在於紮實、累積學術研究能量，平衡兼顧重
視本土法學貢獻與國際學術地位之提升，實現「深化臺灣民主法治，建構以人
權保障為中心的憲政國家，並據此發展深具臺灣特色的國際一流法律學院」之
願景。為達成此等目標，以學院規模、法律體系、發展背景相似的日本京都大
學法學院為標竿，結合本校法律學院與標竿學校相似之優勢，如悠久之歷史傳
承、豐富精湛之學術研究成果、教學嚴謹之優良師資以及首屈一指的學生，針
對教學品質、學術研究、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等方面，規劃可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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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說明
(一)多元教學，課程多樣化
1.法律實習與服務課程
(1)開設法律實習課程，於學期中每週六下午接受民眾現場掛號，同學在授課
教師指導下，針對具體的法律問題提出法律意見供民眾參考，將所學法律
知識與生活中的實際案例結合。在此基礎上，本院於 101-2 學期開始，更
仿照美國法學院 Legal Clinic 制度，規劃臨床法律課程，進一步以從事實
際訴訟運作之方式，教導學生實務訴訟技巧，培養學生法律分析能力。其
實施，乃透過實例課程設計並結合實務界資源，引進優秀實務界師資及經
驗，帶領學生進行公益訴訟，包含撰狀、會見客戶與出庭應訊等，累積實
際執行司法實務之經驗與能力，並以逐步建立臨床法律中心為目標。
(2)開設法律文書寫作課程，邀請實務界專家擔任課程師資，此係學習國外法
學院 Legal writing 課程的經驗，修課學生應依教師指定，親自撰擬不同類
型法律文書，學生在此過程中必須深入分析事實、了解如何適用法規，並
陳述完整的法律意見與建議，對於法律論理邏輯的建構有很大的幫助。該
課程的法律文書類型規劃如下：①契約草擬②法律意見書③律師函④機關
公文書。
(3)鼓勵並安排學生暑期至事務所、民間組織及弱勢團體從事實習或志工工作，
讓學生有機會同時接觸社會的實際脈動，並自主養成關懷社會的胸襟。在
服務單位上，包括臺灣更生保護會、兒童福利聯盟、人本教育基金會、婦
女新知基金會及世界展望會等等。於此，加強學生與社會及司法實務界的
互動，不僅能提升學習效果，也有助於其未來的生涯規劃。
2.理論與實務並重
除原本的基礎理論課程外，為使理論和實務能有更緊密的結合，本院已經開
始逐步引進實務教師，邀請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資深法官或律師開授相關實
務課程。這類課程不僅可以補充原本理論課程之不足，且可以讓本院課程更
加多樣化，學生也可以享有更多元之學習選擇，開設以來相當受到學生的歡
迎與肯定。
3.開辦夏季課程(Summer Program)
本院自 2013 年起開辦夏季課程，當年以國際經貿法與實務為主題，招生對
象為國內及世界各地有興趣在臺灣或亞洲學習法律的學生，全程以英文授課。
由於課程內容紮實緊湊，同時著重實例演練，修課同學均表示學習成效良好，
預計於 2014 年將持續辦理。
4.提升學生外文法學能力
開設外文(英、美、日、德、法)法學名著選讀課程，由留學各個國家之教師
講授，不僅加強學生外語能力，亦培養學生從多元法律文化觀點思考、分析
問題的能力，提升未來研究能量及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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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學及課輔助理制度
教學及課輔助理實施之功能，在於提升大班教學之成效，並降低教師的教學
負擔。助理由本校法律學院研究生擔任，除協助教師準備課堂資料，並指導
大學生案例解析、報告寫作指引與課程問題解答。
6.先進軟、硬體設施
本院持續更新上課教室及電腦教室之資訊設備，亦陸續添購館藏圖書、資料
庫(Hein-online、Beck-online、Lexis Nexis、Westlaw)，期以最新資源，提升
研究與學習之成效。此外，並於圖書館閱覽區域設置電腦，功能上可連接影
印機及印表機，學生不僅能夠研讀個人書籍與傳統圖書資料，亦可連結數位
資料庫，查閱相關法條與論文，充分提升學習效能。

(二)重點研究領域
本校自 95 年起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補助，法律學院即規劃重點
研究領域，期以具有臺灣特色之法學研究，開啟邁向國際之窗口。分述如下：
1.跨領域科際整合法學研究
經濟情勢一日千里，社會分工愈趨精細，各式新型態的民商事契約、行政契
約亦逐漸取代制式的典型契約，傳統法學單面向的思維模式，難以追上現代
社會規範需求的腳步。因此，法律學院近年來亦戮力於跨領域科際整合的規
劃。在教學上，鼓勵教師相互合作開設跨學門課程。在研究上，則針對特殊
專門領域，由法律學院教師與其他領域(醫學、工程、財經、人文社會等)教
師組成研究團隊，透過整合平臺的不斷對話，冀能持續調整、修正現行法學
研究的缺漏，並促使司法審判實務相對轉化思維，朝向更精緻的跨學門研究
合作。
2.國際比較法學研究
隨著全球化發展，各國交流日漸頻繁，法域間之比較研究及跨國法律問題與
日俱增，方興未艾。基此考量，無論教學或研究，為求徹底了解各法律學科
之精義，重視比較法研究，以洞悉各大法律體系之立法理念及實質內涵，乃
不可避免之趨勢。觀諸各國頂尖學府，無不設有比較法研究領域之相關中心，
為培養相關人才亦設有各類相關學程與學位，例如美國哈佛法學院，於 2006
年已決議將「國際法與比較法」課程列入法學院一年級必修課程，使學生了
解他國的法律系統及規範體系，特別是「法律概念的跨國借用與傳播」，與
「不同文化與傳統對各種實體法及程序法問題的不同處理方法」，在在顯見
比較法研究的重要性。面對此一全球化變局，本院亦設有歐洲聯盟法律中心
與比較法研究中心等功能性機構，期盼藉由了解國際間對於法學上重要議題
的處理經驗，提供臺灣社會更多的法制選項。
為拓展比較法領域之研究視野，法律學院於 101 學年度 5 月 24-26 日主辦「國
際比較法學會 2012 年度年會」，此舉已為我國及本院之法律學研究成果，在
國際比較法學會之 70 餘個會員國中，奠定嶄露頭角的堅實步伐。接著，若能
與「國際比較法學會-臺灣分會」相結合，使法律學院成為我國比較法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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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基地，積極培養相關法律人才，並建立國際接軌橋梁，促進國內外學者之
交流，進而將臺灣的法律制度、理念介紹推廣予世界各國，即具重大意義。
3.東亞法學研究
鑒於臺灣與周邊地區(日本、韓國、中國、澳門、香港)關係密切，交流日益
頻繁，衍生獨特的法律文化，並產生諸多具有區域特殊性的法律問題亟待解
決，遂形塑出發展「區域法律研究」之絕佳環境。觀察東亞地區各個學術機
構，為了掌握區域的法律發展動態，以利後續的跨國整合，多致力於區域法
學的研究，例如南韓首爾大學，於 2011 年成立全南韓第一個「亞太法律事
務研究中心」，鑽研區域內各國法律制度及其內涵。該研究中心之研究範圍
涵蓋蘇俄、中亞及東南亞國家的法律，包括各該國家、地區法律文件的蒐集
與目前面臨問題的研析。此外，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以來係東亞法律近代化
之典範，並與臺灣在歷史上、文化上以及法律繼受上均具有相當之關連性，
則日本對於鄰國與我國法學發展的影響，同值重視。本院未來亦將成立東亞
法律研究中心，以對東亞區域的事務能有深入的掌握。
4.臺灣本土法學研究
我國現行法制立法之初，因無自身前例可供參考，多繼受自德、日等外國立
法例，然由於國情與文化背景的不同，實定法受到社會、經濟及文化脈絡的
影響，其內涵與負載之價值勢必有所變化。換言之，因社會價值及政治環境
等因素的差異，繼受國將會發展出具有自身獨特性的法制模式或新的法律系
統模型。二次大戰後數十年來，臺灣民主法治與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已使
臺灣的法學論述具備本土化深根發展的基礎與條件。在此，學者間多已強調
實務裁判研究的重要性。從法社會學觀點，即為法律本土化邁向成熟獨立階
段的重要標竿。另外，對於他國法律制度或法律理論之引進，也必須評估自
身的內國法秩序是否合適、如何適用等問題，如無本土法學之研究，難以竟
其功。因此，法學研究亦應關照到法規範所立基之臺灣自身的社會條件與司
法實踐，正視臺灣現實存在而與外國有所差異的環境因素，唯有如此，方得
以制定真正符合當前社會需求的法規範，走出最適合自己的道路，清晰地描
繪具有自身特色之臺灣法學的未來。

(三)國際化
教學與研究之國際化，為本校法律學院持續努力的重點之一。除以傳統法學領
域為基礎，進一步發展新興性、區域性、全球性之法律議題外，並鼓勵教師開
設外語授課課程、積極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進行專題演講及授課、
補助教師出國短期交流(ASLI Visiting Fellow)或出席國際會議(ASLI、ALIN、
臺日憲法共同研究會議、國際比較法學會等)。具體言之，本院積極提升國際
化的各項作法如下：
1.臺灣法學研究成果之國際推廣
臺灣法學研究成果的國際化，包括與國外學校合作，將華語法學論文或專書，
翻譯為外文(不限英文，包括德文、日文等)發表或出版，凸顯臺灣法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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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色與成效。此外，本院也出版如 NTU Law Review、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等外文學術期刊，以提升國際學術聲譽。
2.課程國際化
本院課程的國際化，近年來不斷持續地推動，積極邀請、增聘外國著名學者
專家來台演講或開課，以外文(不限英文，包括德文、日文等)講授他國之法
律制度與法學思維。於 99 學年度時，即邀請來自日本、韓國、德國、美國、
馬來西亞、泰國、印度等國外學者蒞臨本院演講。此外，並於每年暑期舉辦
英語法律課程，吸引國外法律學子來台短期進修與交流。
3.國際交流活動
本院與姊妹校聯合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如美國紐約大學、日本北海道大學、
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補助學生至國外發表論文
或參與國際性競賽(如傑賽普模擬法庭、WTO 模擬法庭、Thomas Tang 模擬
法庭、紅十字國際人道模擬法庭)、積極新增姊妹校締結交換生協定及雙學位
協定。
法律學院透過優秀教師團隊與豐富的研究資源，冀望未來不但成為國際了解
東亞法律文化之窗口，也期待能與國際法學研究接軌，為世界貢獻前瞻性的
法律發展經驗及研究成果。

(四)服務
1.教師校內服務
法律學院教師除了開設院內課程與從事自身專業領域之學術研究外，亦支援
其他系所之法律相關課程〈例如：民法概要、法醫學等〉，以及全校性之通
識課程〈例如：人權與正義、歐盟法與生命對話等〉，以 102 學年為例，共
計 22 門課程、51 學分，對校內法治教育之普及貢獻良多。
此外，本院教師亦負責擔任校內各類委員會之委員並出席相關會議，對於本
校各種政策之擬定、制度推動或紛爭解決所涉之法律爭議，提供說明與建議，
以俾學校作出完善決策。
2.教師社會服務
本院教師之法學專業深受社會各界人士信賴，不僅有於私人企業或公益團體
兼任董事者，亦時常擔任各類政府機關委員會之委員〈以 103 年為例，包括：
各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各機關法規委員會、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律
師考試審議委員會、行政院科技部及勞動部等各部會、台北市政府台北市少
年輔導委員會等〉或是仲裁人等職務，參與國內各領域法規修訂之研擬者更
不在少數。此外，就弱勢關懷、人權保障等社會議題之推動，更是不遺餘力，
對我國之民主法治發展影響匪淺。
3.學生服務學習
為了使學生有機會學以致用，並於學習專業時不忘以人為本、關懷社會，本
院目前於服務學習課程中與二十個不同之政府機關〈例如：台北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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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地方法院〉及社會機構合作〈例如：世界展望會、法律扶助基金會〉，
提供服務學習機會，使學生於各單位服務之過程中，一方面熟悉實務工作樣
貌，一方面為社會盡一己之力。

(五)SWOT 分析
1.優勢(S)
(1)師資留學背景多元，研究團隊實力堅強：在法學教育及研究發展上，法律
學院具有極為悠久之歷史，並保持優良的研究傳統及優質研究圖書設備，
在臺灣多數的法學領域中居領先地位。再者，法律學院教師留學國遍及德、
美、日、法、英等國，在基礎法學、民事法學、刑事法學、公法學、經濟
法學、國際法學等領域皆卓越有成，是國內法學研究者所嚮往的學術教學
研究單位。法律學院教師對歐美、亞洲等不同法系，以及法律學門中的各
個法律領域均能兼顧，對跨國法制研究頗占優勢。此外，亦因教師優異之
專業表現，經常受到政府與企業機構諮詢，並獲得高度的重視與信賴。
(2)學生素質優秀，畢業系友支援網絡完整：法律學院招收之學生程度與素質，
須經激烈競爭始得入學，向來名列大學入學考試之首。畢業學生及系友在
社會上多有優異表現，以 101 年國家考試為例，法律學院畢業生佔司法官
及律師之錄取人數比例分別為 18.7%及 17.5%，使本院在各種資源脈絡的
支援上均十分可觀。在此，本院持續以「院訊」與畢業系友維持聯繫，並
經常邀請傑出校友回校演講，與在校生暢談未來發展，或舉辦各項活動，
使法律人之經驗得以有效傳承，進而提升整體社會效益。
(3)研究中心專業研究，學術成果聲譽卓著：法律學院透過研究中心的整合力
量，致力於發展各項學術活動，不但舉辦各類法律議題研討會，亦經常邀
請國外著名大學教授進行學術演說，以增廣師生的國際視野。本院的法律
研究中心已然建立一定聲譽，成功整合資源人力以及對外交流、對內研究
之目的，並扮演政府智庫與法律顧問的功能。
2.弱點(W)
(1)專任教師人力不足、教學行政負擔過重：由於法律學院的學生人數逐年攀
升，102 學年度全院學生共計約 1460 人、專任教師則僅有 46 名，師生比
為 1:32，教師與學生比例過大。在此，除學生難以與教師間作更積極的互
動外，因教師亦須分心兼顧行政相關事務及校內、社會之服務負擔而犧牲
研究時間，負擔顯然過重。
(2)行政協助人力缺乏、院務推展支援受限：目前法律學院組織中，計有博士
班、碩士班、學士班及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然受限於專職行政人力，
目前共僅編有秘書 1 名、組員 2 名、技士 1 名、助教(含幹事)4 名、幹事 4
名、工友 2 名等，約共 14 名，不僅難以舉辦持續性之大型國際學術活動，
一般院務之推展上，人力亦常感有所不足。
(3)空間運用靈活度有限、學生活動空間過少：法律學院目前共計有系館兩棟，
場地包含會議室、階梯教室、研討室、國際會議廳及模擬法庭等，惟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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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使用狀況並不理想，例如：院最大的會議室已幾乎無法容納全體教職
員，模擬法庭之使用功能有限且使用率過低等。此外，法律學院亦無法提
供學生足夠之社團或課外活動空間，不僅遲未有學生交誼廳，各系隊、社
團亦無各自之辦公室，使得學生感情相對難以凝聚。
3.機會(O)
(1)出版英文期刊與國際接軌，開創臺灣與東亞區域研究：東亞區域法治之發
展於國際間逐漸受到重視，直接促進了國際間對臺灣法律的相關研究，使
法律學院得以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法律學院以發行英文刊物 NTU Law
Review(本期刊收錄於 TSSCI)、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本期刊收錄於 SSCI 、亞洲第一本收錄於 Westlaw
資料庫之期刊)、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發展具有臺灣在
地特色的法學研究，期以區域研究為主軸，透過法學期刊出版、定期舉辦
國際研討會之機會及與各國法學研究機構接觸交流，開創具臺灣及區域法
系特色之研究領域。
(2)出版臺大法學論叢及法學叢書，加深本土法學影響力：為整合與推動對本
土法學之研究，法律學院透過臺大法學論叢，收錄並發表對本土法學最頂
尖優秀之研究成果，另將符合審查資格之教師著作編列入臺大法學系列叢
書，藉由此等出版品，持續深化法律學院於本土法學界之影響力。
(3)參與社會服務，提升人權法治：法律學院教師秉其法學專業，持續參與行
政機關之委員會、法規修訂之研擬與司法改革之推動，透過社會服務之參
與及對裁判、立法之研究，發揮對本土行政、立法、司法之影響力，以達
深化民主法治、提升人權保障之目標。
4.威脅(T)
(1)亞洲各國法學院崛起，競爭優勢面臨挑戰：亞洲各國法學院(尤其是韓國
首爾、新加坡、上海、北京等)的國際競爭力逐漸崛起，國際學術會議的
參與、舉辦的質與量都快速提升，法律學院亦須精益求精，不但要盡力保
持優勢，更必須迎頭趕上排名較前之法學院，並加強與其學術合作及交流。
而以英語為主的國際學界，已逐漸將注意力從臺灣移轉至中國，故臺灣自
須以其強項「自由民主與文化多元」，積極參與國際上相似主題的學術活
動，全力爭取發聲機會。
(2)學生出國深造意願降低，國際視野有待提升：近年來法律學院之畢業生，
投身實務工作比例上升，相對地，進入學術界發展之意願下降，因而使學
生於畢業後出國深造之意願降低，連帶影響其在學期間對參與國際事務、
國際交流活動投注之熱忱。增進學生外語能力、激發其參與國際事務及學
術研究之熱忱，將是法律學院必須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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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為達「深化臺灣民主法治，建構以人權保障為中心的憲政國家，並據此發展
深具臺灣特色之國際一流法律學院」之目標，法律學院以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院為
標竿，結合本院與標竿學校相似之優勢，如悠久之歷史傳承、豐富精湛之學術研
究成果、教學嚴謹之優良師資以及首屈一指的學生，針對教學品質、學術研究、
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研究等方面，規劃可行方案。

(一)教學：多元課程安排，法學教育深化
1.設置法律實習及實務課程、延聘優秀實務界專家擔任專技教師，結合理論鑽
研與實務歷練，增強學生畢業後進入職業市場的競爭力。
2.開設多樣的外文法學研讀課程，培養具有國際觀的法學思考。
3.減少畢業及必修學分數，增加開授選修課程，擴大修課彈性空間，以減輕學
生上課負擔、延長自我學習時間，使學生能夠集中地系統化學習、加深學習
深度。
4.對於必修課程不斷加以檢討與規劃，同時也針對選修課程，設計不同的專業
學群，鼓勵學生集中學習其有興趣的法律領域課程，並規劃開授總整性課程，
以深化課程內容、總結整合過去所學，實質提升學習成效，補強核心知識與
專業能力。
5.積極延攬傑出人才，逐年增聘新教師、降低師生比，並加強延聘課輔助理，在
大班教學的課程上，協助教師創造小班學習環境，保持優質教學及學習品質。
6.教室設備全面數位化、設置教學互動網路系統，提供師生完善的多媒體校園環
境。同時也將規劃改建部分教室為扇形階梯教室，使其具備互動討論之功能。
7.針對各類課程內容與進行方式，提出評論意見書，經評定為成效優良者，將
推廣課程模式至各大法學院，更積極地為國家培養優秀法律人才。
8.邀請經濟、貿易、科技、社會、管理等領域與法律相關之學者專家開設跨領
域課程。
9.籌設在職專班，吸引具備一定工作經驗者來就讀，一方面可以加強法律研究
的深度和廣度，另一方面也可藉此增加社會影響力。

(二)研究：整合領域法學，激發研究能量
1.關於跨領域的科際整合研究，本院將推動院際間之論壇，結合法學、醫學、
科技、工程、金融與生技等觀點，透過討論，強化理論及研究經驗，並針對
現行法制的缺失提供建議。
2.國際比較法方面，世界各國交流日漸頻繁，跨國境法律問題增多，為求徹底
了解各國法制，應重視比較法研究，以洞悉各領域之立法規範、實質內涵與
實踐功能，避免法律的繼受或解釋適用有所偏誤。
3.在本土法學研究上，為落實我國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本院將持續深化對本
土法院裁判、實定法及立法層面之研究，以期對我國之行政、立法、司法體
系產生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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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激發研究能量方面，落實本院「研究貢獻獎」、「傑出法學博碩士論文獎」
等相關獎項，充實「臺大法學系列叢書」及「臺大傑出法學博碩士論文系列
叢書」，對著述成果質量俱佳的教師予以肯定，並鼓勵研究生專心致力於論
文撰寫，厚植其日後投入學術研究之基礎。

(三)國際化：持續國際交流，提升國際能見度
1.陸續增設國際化之法學課程，或與各國法制相互比較之外語授課課程，如「臺
灣法導論」、「國際商務仲裁」、「WTO 法」、「國際貿易法」、「國際
租稅法」等課程，由法律學院教師以外語授課或邀請各國學者蒞院講學，藉
此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吸引外籍學生來院就讀。
2.持續與法律學院簽有學術合作或學生交換計畫之國外大學及學術機構進行
實質交流，如教授互訪、短期講學、研究生研討會等，並加強與其他亞洲、
歐美國家之學術合作及學生交流，增聘外籍博士後研究生加入研究團隊。
3.提升院內教師於國內外優良學術期刊之論文投稿及專書出版品數量。
4.締結姊妹校交換生合約，推動雙學位制度，使學生具有更多國際化的視野；
並持續參考美國 summer program 之規劃，透過全英語密集的授課，使世界各
地的年輕人認識臺灣，並提升學術交流及視野。

(四)服務：善盡社會責任，落實人本關懷
1.鼓勵教師開設法學或跨領域之通識課程，普及法治教育，並持續協助政府機
關對法律專業意見之需求，及參與司法改革和法律修訂之研究與推動。
2.擴大學生服務學習的合作對象，使學生有機會認識與了解社會不同階層、領
域之面貌，進而對法律實務工作有更廣闊的想像，並於日後保持對社會付出
實際的關懷。

四、發展策略及執行方式
(一)教學
1.改善教學環境
(1)教學設施最佳化：為提升教學效益，本院規劃於各教室均設置數位輔助教
學設備。教室講台設有電腦控制之多媒體設備，包括單槍投影機、廣播音
響、無線麥克風及視訊設備，提供師生科技化的教學與學習環境。此外，
並將定期更新、維護，安裝教學相關專業軟體程式或資料庫，提升教學環
境之便利性。
(2)善用「實習法庭」教室，加強學生實務訓練：法律學院設置模擬法庭，得
以提供學生法庭實際運作與訴訟實戰之模擬場景，並可作為多功能教室及
研討會場所。
(3)設置「資料典藏室」：法律學院圖書室典藏「日治法院檔案」，未來會再
納入｢最高法院遷臺舊檔｣，此等資料將成為本院獨特的學術資產，是師生
進行學術研究時相當珍貴的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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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教學品質
(1)增聘專任、兼任以及專技教師：法律學院學生人數逐年攀升，教師與學生
比例仍然過大，導致學生與教師之間難有更積極的互動，且教師尚須分心
兼顧行政及服務相關事務而犧牲研究時間。對此，本院於 102 學年度已增
聘 3 位專任教師及多位不占缺兼任教師或實務教師，未來將持續增聘專兼
任教師，解決教學負擔過重之問題，維繫教學與研究品質，有效降低生師
比。另外就專技師資之引進而言，亦具新增實務課程之效果，促使課程更
加豐富多元，有利於法律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得以有效提升學習成果。
(2)增聘課程課輔助理：持續增加延聘研究生為教學助理，輔導並協助學士班
學生從事學術性質之報告寫作，不僅可減少教師授課之辛勞，同時也有助
於協助教師教學之精進，並可培養學生學術能力，進ㄧ步達成改善法律學
院教學品質之目標。
(3)系所課程改革：除綜合考量課程之內容、數量，加強師生互動使教學效
果最大化外，並適度降低學生畢業總學分數及必修學分數之比例，提升
學生選課自由的空間，讓學生可依照自身興趣發展，選修有興趣的專業
課程，同時延長自我學習時間。此亦有助於教師改變教學方式，從單純
的知識講授傳遞，走向更重視引導學生思考並解決問題，進而提升教學
品質與成效。
(4)增設教師教學優良獎：為提升教學品質，本院於 2013 年增設院級教學優
良獎，每年遴選一次，每次以選出至多兩名獲獎人為原則，獲獎人將由本
院於適當場合公開頒發獎狀並給予獎金，旨在肯定並表揚教師教學上之努
力與貢獻。
(5)規劃設立「臺大法學教科書系列叢書」：鑒於教科書對於法學教育的重要
性與影響力，未來亦將繼續推動以院的經費，鼓勵、資助教師撰寫出版各
重要法學領域的教科書，盼能實質發揮法律知識傳播的影響力。

(二)研究
1.提升本土法學研究
法律學研究的關注焦點，具有高度的在地文化脈絡性，因此於發展國際化的
同時，亦應一併重視本土法學研究，一方面發掘臺灣法學的特殊性，以此作
為與國際溝通交流的基準；他方面亦藉此引領社會發展與進步，突顯本院研
究成果對臺灣立法、行政、司法之實際貢獻。向國際頂尖目標邁進之際，也
時刻意識到我們的腳步所立足的這片土地，是本院一貫的理念。
2.增進教師研究能量
(1)補助教師進行國內外法學研究，鼓勵發表外文國際期刊論文，以及出版中
外文專書：由於從事學術研究需要長時間心力的持續投入，本院向來對於
優良中外文期刊論文之發表、專書之出版在經費上予以補助，除鼓勵教師
更為積極地投入研究外，所發表之研究成果，就臺灣司法實務、社會與法
制困境提出針砭與建議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是故，本院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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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教師研究需要購買之書籍、文獻與相關資料的蒐集、排版、校對等行
政支出。
(2)鼓勵教師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為提升教師研究品質，法律學院積極鼓勵教
師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或赴國外研究，以實質交流方式，提供教師與各
國法律學者專家切磋、交換研究心得之機會。
(3)建立學術資源分配標準的透明化與獎勵的客觀化：藉由會議的充分討論來
達成共識，期能兼顧各學術領域之均衡發展，並促進教師研究之創新與學
術能量之深化，使其得以積極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研討會或學術論壇發表
研究成果。
(4)增設教師研究貢獻獎：為協助教師傾力著述獲致具體貢獻，本院於 102 學
年度增設院級研究貢獻獎，每年遴選一次，每次以選出至多兩名獲獎人為
原則，獲獎人將由本院於適當場合公開頒發獎狀並給予獎金，旨在激勵教
師追求學術卓越，提升國際競爭力。
3.加強學生研究水準
(1)與簽約之國外法學院，共同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研討會：法律學院舉辦研
究生徵選，協助其赴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院、
日本北海道大學法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等各國法學院發表論文。對學生而言，不僅可在學術
研究上獲得多元觀點的啟發，並能結識不同國界之學者與研究生，增進國
際視野。
(2)鼓勵學生參與國際競賽：學生參加國際競賽，對其學習法律及開拓眼界均
甚為重要。法律學院對於持續性舉辦的各項國際競賽，均鼓勵學生踴躍參
加，並補助出國費用。曾補助的競賽如下：傑賽普國際賽、國際人道法辯
論賽、WTO 模擬法庭辯論賽、理律盃兩岸友誼賽、湯瑪士·唐全美模擬法
庭辯論賽等。
(3)傑出博碩士論文選拔：法律學院針對研究所優秀畢業論文舉辦徵選，進行
獎勵與出版事宜，並設立「臺大法律學院傑出博碩士論文系列叢書」，藉
此激勵學生提升研究水準，為我國培養優秀法學研究人才，延續本校法律
學術研究之領先地位。
(4)落實專業學群證書核發辦法：為培育專業人才，本院採行專業學群制度，
鼓勵學生系統化學習特定領域課程，提升自身專業能力及競爭力，依特定
法學專長領域培育需求與法律職業市場發展需要，自本院及本校所設相關
課程中，組合出各類專業學群，學生於修畢相關課程，並符合個別學群所
設之學分數、成績等各項要求時，得向本院申請核發「專業學群證書」。
目前，本院已規劃之九大專業學群，包含：英美法學群、智慧財產法學群、
企業暨金融法學群、財稅法學群、醫療法學群、國際法學群、民事程序法
學群、刑事法學群、基礎法學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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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化
1.增設外語課程、邀請外籍學者來院講學
增設外語課程、邀請海外學者來院開設課程或做專題演講。例如：103 年起，
每學期將邀請至少二位外國客座教授開設專題課程，並選拔中國優秀年輕學
者，來本院進行訪問研究，不但得以實質交流方式，提供師生交換研究心得
的機會，亦可吸引國外學者至我國實際體驗獨特的法治發展經驗。此外，藉
由邀請重要國外學者，更可使本校法律學院師生，見識其學術研究態度、教
學風格等，進一步強化師生之法學研究能力。
2.加強國際學術合作
法律學院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院、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等院所，
研擬雙聯學制，期以承認學分、學程等制度，增加國際學生來院及本校法律
學院學生出國就讀之機會。再者，也針對有院際協議關係之法學院，研擬學
者互訪、交換學生與交換教授等學術合作之計畫，例如 103 年將邀請華盛頓
大學、德國杜賓根大學、柏林自由大學、英國艾塞特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
日本東京大學等學者專家來院專題講座，促成亞洲法律研究交流平台之建立。
此外，亦將舉辦跨國之學術研討會，例如：103 年起將陸續舉辦「第二十屆
兩岸稅法學術研討會」、「台韓金融法制研討會」，並預計與日本一橋大學法
學院合辦研討會。

(四)服務
1.為鼓勵法律學院教師投入校內服務或校外社會服務，並肯定其服務之貢獻與
努力，法律學院於 102 學年起增設院級「服務優良獎」，每年分就社會服務
及校內服務二類，頒獎予投入校內外服務或以其學術研究專長裨益於社會，
其績效卓著，足為典範之教師。
2.為協助學生學以致用、及早發掘興趣並對社會投注關懷、實際參與社會服務，
法律學院除繼續維持服務學習課程外，並持續擴增合作之政府單位及社會機
構，以提供更多不同領域與性質之服務機會。

五、預期效益
(一)教學
1.法律學院透過降低畢業及必修學分數並開設多元課程，擴大學生修課彈性空
間，有助學生自主並集中於有興趣之領域深入學習。另邀請實務專技教師開
設法律實習及實務課程，提升學生畢業後進入職業市場的競爭力。
2.法律學院積極徴聘新任教師、實務專技教師，加強教學團隊，使理論與實務
結合，以紓解教師教學負擔，擴展學生學習領域，並提升學習成效。
3.透過教學硬體的現代化，包括教室 E 化及視訊設備提升，以及對部分教室的
重新規劃，使本院師生能依照不同的課程目的，選擇不同教室使用，以達到
優質的教學目的。另外，每位專任教師皆有專屬獨立研究室，同時透過院內
網路環境之提升，以及豐富的電子資料庫，提供教師高品質之研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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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1.各項跨科際重點領域研究計畫皆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預計由國、
內外出版社發行專書，或於學術期刊上發表。
2.致力於國際比較法研究之同時，持續深化本土法學研究，汲取他國法制之精
華，作為我國行政、立法、司法改革之參考。
3.透過「研究貢獻獎」、「傑出博碩士論文獎」等相關獎項之設置，激發教師
之研究能量，並鼓勵碩博士生致力於論文寫作，藉由質量俱佳之研究成果，
帶動社會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之進步。

(三)國際化
深度且頻繁之國際交流活動，重質不重量的國際合作計畫，將有助於提升法律
學院於國際上之能見度及知名度，並有助於師生開闊視野、加強研究能力。

(四)服務
教師持續地參與校內與社會服務，除能普及法治教育外，亦得發揮其法學專業
對行政、立法、司法之影響力，善盡社會責任之餘，並推動社會進步。

六、考評
(一)質化指標
1.全面提升研究與教學成效
(1)補助學生參加國際學術交流相關活動。
(2)鼓勵學士班、研究所學生參與實例演習、實務課程及專題課程。
(3)爭取研究成果於國際學術會議發表機會。
2.活絡學術理論與實務之密合對話，使學者研究成果能有效貢獻於司法實務，
實務裁判之案例事實與見解亦能為學術研究提供相當之刺激與活力。
3.整合法學各學門間、跨領域間的溝通平臺，強化多元研究課程，進而達成科
際整合之實效。
4.延攬國際知名法學教授前來法律學院講學與研究，透過與本院師生之實質、
深入交流，提升法學研究思維的深度及廣度，並將盡可能要求其將講學、研
究成果，發表於本院出版之專書或期刊上。
5.改善硬體設施，提供學生優質之學習環境。
6.電子化法學資料庫之建置及資料庫規模之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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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指標
102 年度
執行值

103 年度
目標值

專任教師人數(學年)

45

45

45-52

課輔助理人數(學年)

99

99

90-100

新開課程數(學年)

8

10

5-10

實務課程數(學年)

27

30

25-35

外文期刊論文篇數

7

8

5-10

外文研討會論文篇數

20

22

20-30

教學與學

外文專書冊數

13

14

10-20

術研究

中文 TSSCI 期刊(或同等級期刊)論文篇數

22

25

20-30

中文其他期刊論文篇數

161

170

150-200

中文研討會論文篇數

58

62

50-70

中文專書冊數

29

30

25-35

6/217

6/223

每年新增 5-8 冊

傑出博碩士論文專書冊數

7

6/13

每年新增 4-8 冊

就讀學位國際生數(學年)

38

40

35-45

外送交換學生數(學年)

20

22

20-30

接受交換學生數(學年)

49

50

45-55

外語授課課程數(學年)

25

28

25-30

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數

14

15

12-18

國外學者來訪人次

224

230

200-240

7/48

8/56

每年新增 1-3

2

3

2-3

33

35

25-35

44

45

40-50

2718

2780

17

18

2098

2150

量化指標項目

臺大法學叢書冊數(新增/累計)

國際化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簽約學校數
(新增/累計)
學生國際競賽參與數
補助師生出國出席國際會議或海外進
修、研習人次
科技部計畫件數
研究計畫

科技部計畫金額(萬元)

103-107 年度目標值

2000-3000

及技術成
果

其他機構計畫件數
其他機構計畫金額(萬元)

15-20
1600-2200

*滿意度為優、良、可。
*備註：上開項目所列數值，如未特別註明為學年者，均指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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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生命科學院(以下簡稱生科院)於 92 年由原理學院、生農學院之部分人員、
學術領域重組整合成為 2 系、7 所的獨立學院。其中以生物學為本的 1 系、5 所(動
物學研究所、植物科學研究所、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
究所、漁業科學研究所)，係由原隸屬理學院的動物學系及植物學系整合成為生命
科學系，而原先系所合一的動物學所與植物學所博士班及碩士班獨立為動物學與植
物科學研究所。另將分子細胞學專長的教師及生態演化學專長的教師整併，分別成
立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及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再加上原先的漁業科學
研究所，形成的基本架構，各為獨立之行政單位，但是 5 個研究所支援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教學，1 系、5 所共同使用生命科學館及漁業科學館。而以化學為本的 1 系、
2 所，是整合原理學院生化科學研究所及原生農學院農業化學系，調整為生化科技
學系、生化科學研究所及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97 年生化科技學系及微生物與
生化學研究所依評鑑委員建議進行系所合一相關作業，於 99 學年度合併調整為生
化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另外生科院於 97 年起開始籌設基因體與系
統生物學學位學程，以整合本校生科院、工學院、生農學院、理學院、電資學院、
醫學院、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及中央研究院等單位之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相關領域
之教學與研究資源，本學位學程於 99 學年度招收第一屆新生。生命科學系與動物
學研究所合併案，業已經教育部同意並於 102 學年度正式開始招生。目前生科院為
2 系、5 所及 1 學位學程。
本校生科院以「發展卓越研究、培育具有多元領域專業能力與宏觀視野的生命
科學人才」為宗旨，以「兼顧生命科學基礎學識與現代應用科技之訓練，培育具有
自主學習、獨立思考及批判能力的生命科學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
生命科學是以科學的精神與方法來探討各種生物的生命現象，如遺傳、構造、
功能、生理、生態及演化關係等。以生物為研究主體，而以學理的探究為目的。生
科院專兼任教師多達百餘人，專精領域豐富而多元。在教學方面，學士班的教學以
培育具有廣泛生命科學領域基礎知識及堅實基礎科學背景的研究與教學人才，以及
生化科技產業高級專業人才為主要目標，而研究所的訓練則著重於培育專精於生命
科學各重要領域之高級研發人才。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主要以培育基因
體、蛋白質體/醣質體/代謝體、生物資訊/生物系統模擬與生物影像四大學群跨領域
的優秀人才為重點。學士班之教學，規劃 4-5 門專業領域課程，學生須至少自每一
領域選修一門課程以增加專業知識之廣度，其餘學分則供學生依照志趣由不同領域
中自行選擇，以增加專業知識的深度。是以本院大學部學生入學後，採先共同修習
課程，再領域分流。在研究方面，生科院同仁專精的領域豐富而多元，院內 5 個研
究所各具特色，涵蓋生命領域中動、植物及微生物；自微觀之「分子與細胞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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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到巨觀的探討生命與地理環境互動的「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同時涵蓋科學基礎理論及部分產業科技的研究。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提供
跨領域進階課程，以系統性方式研究生物主題的教學方向，將生命現象推向全面
性、整合性的研究層次，進而使生物學轉變成具有預測性的科學。
生科院各系所間關係密切並追求系所間在教學與研究上的實質合作，未來將攜
手邁向生命科學中最重要的幾個整體重點領域。發展方向有四：細胞發育學、生物
抗逆境/疾病模式、演化與生態環境變遷以及應用生化學。為求突破與創新，具有
系統生物學、整合生物科學的思維與研究策略實屬必要。在系統生物學方面：本院
將以基因體學、蛋白質體學、生物資訊學、代謝體學、生資計算、統計學等系統性
的研究方式，結合紮實的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細胞學、生化學、結構生物學、生
理學與解剖學基礎，對人體、動植物與微生物的生命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建立分
子在生物系統中的運作邏輯與機制。在整合性生物科學方面：本院以整合性角度，
去探討生物個體、生物多樣性、環境與保育等相關問題，這不僅是基礎科學的核心
問題，也是醫學、農漁業以及國家永續經營的基石。在應用方面，本院將以應用生
物化學為重點，利用生物分子的表現調控，配合其結構與功能資訊，將可加速經濟、
生物、生質能源、生技產業發展。本院生化反應與代謝機制等基礎研究，接續量產
技術及技術轉移，將以紮實的基礎開創應用並推展產業化的生物科技。
近年來，生科院已積極整合院內各系所相同研究領域者，發揮團隊研究戰力，
並輔助其他專業領域教師，發展研究新視野。在未來幾年內，將參與功能基因體、
基因體學、分子生物學、分子生殖學、發育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神經生物學、植
物逆境生理、遺傳學、生物資訊學、生物系統模擬、蛋白質體/醣質體學、理論生
態學、資源管理與生物多樣性科學等學門領域的研究，以符合世界之潮流。
基於以上使命與願景，本校生科院提出以下具體目標︰
(一)教學架構明確，教學方法多元，能促使學生自主學習並拓展新視野。
(二)建構尖端生命科學的基底架構，成就教學與研究的優質成長環境。
(三)將重要研究成果推展國際舞臺，強化機制以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
(四) 5 年後至少有 3 個學術領域居領先地位。
1.生物抗逆境/疾病學領域。
2.生醫與生質能源領域。
3.環境變遷與臺灣生物多樣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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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說明
(一)行政
本校生科院 2 系、5 所及 1 學位學程，目前組織架構及系所關聯性如下圖所示。

95 年為提升本校生科院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研究所間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
配及提升公共空間等方面之功能及效率，經院務會議通過正式組成生命科學系
與相關系所(簡稱一系五所)組織運作要點，將 1 系、5 所相關資源、業務等運
作更具效率與實質性。生化科技學系及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亦於 97 年依評
鑑委員建議進行系所合一相關作業，使教學資源及行政人力和空間更能妥善分
配利用，調整後之系名訂為生化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業經校務
會議通過，教育部已通過於 99 學年度合併。生命科學系與動物學研究所合併
案業經教育部通過並於 102 學年度正式開始招生。
本校生科院共有專任教師 85 位、合聘與兼任教師逾百位、助教 9 位、正式編
制職工 14 位、人事室控管約聘人員 12 位、技工工友 4 位。生科院運作依本校
相關法規辦理，由院長主持之院務會議為最高決策中心。另依任務性質之不同，
針對各項特定事務分別成立多個委員會或小組，包括院教評會、院國際學術交
流中心、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生物安全暨管理小組、陳安泰
醫師研究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小組、院科技共同空間平台
小組、院教師評鑑小組、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卓越學術推動委員會、生科館
管理委員會、生科院環安衛小組。
各系所則以系務(所務)會議為其最高決策中心，並組成課程委員會、招生委員
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評鑑小組、新聘教師甄審委員會、系(所)務規劃委
員會等功能性委員會或小組，處理系所相關事務；學位學程目前設置主任 1 位
與數個相關委員會，處理學位學程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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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
1.招生情況
98-102 學年度，本校生科院學士班每年招收新生人數在 135-157 位，不含僑
生的註冊率 102 年約 90%，除 99 學年度 95.7%較高外，與過去約 91%比較，
有微微降低。轉系生部分，生科院每年招收十餘名轉系生，轉出人數則在 5
人以下，轉入生來源以生農學院及理學院為主，轉出生則以選擇就業取向較
明顯之科系為主，每年淨申請轉入或淨轉入率均維持正值，顯示生科院對於
本校有志於生命科學研究學生而言，仍具吸引力。本校生科院研究所 92-102
學年度每年研究生人數如表 1。102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註冊率約 97%，較前一
年提升。在碩士生來源部分，本校畢業生所占比例於 92-95 學年度均接近
50%，98-102 學年度於 36.8-29.2%間，相較下有些許降低 。
表 1：生科院 92-102 學年度各級學生人數
學年度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學士班學生人數

652 619 611 601 585 578 562 560

547

517

467

碩士班學生人數

358 380 412 434 466 494 470 495

484

479

501

博士班學生人數

198 225 251 287 304 333 350 353

342

346

330

研究生總人數

556

605 663 721 770 827 820 848 826

825

831

2.生師比
本校生科院師資於 98-102 學年度間無論是全院整體專任教師生師比(16)或是
分別計算各教學單位(生科系 1 系、5 所：13；生技系所：17)之生師比，均低
於教育部所訂之審核基準。而本校生科院生化科學研究所係與中研院合辦，
若將與中研院合聘之 12 位師資納入計算，則專任教師生師比與專合聘教師生
師比分別為 7 與 20。
3.教師開授課程及授課負擔
本校生科院原每學年開授課程約 800 門，99-102 學年度均逾 1000 門。每位專
任教師每學年實際授課平均時數於 101 年約為 12.64 小時，其中又以生科系教
師之授課鐘點較高，部分因素可能與擔負全校基礎生物學服務性課程有關，
平衡教師授課負擔將是改進重點之一。
目前本院教師申請 capstone course 課程計畫已有獲校方補助，未來擬吸引更
多教師投入此類課程，並將此些教師做為種子教師以延伸至系所，藉由授課
的方式、互動、課程內容設計呈現，以促進學生思考與創造力。此亦可做為
教學績效評估之參考用。並配合 capstone course 4 月與 9 月之期中成果報告，
邀請教學發展中心負責此課程教師前來本院進行說明推廣，以期能有自生科
的角度來推動生科教育。本院雖屬較新成立之學院，但目前已與其他學院合
作，也於教學課程內容上進行不同程度設計。對於學生的出路及畢業後的工
作表現，各系所皆進行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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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除增加英文授課外，並有積極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前來短期授課或講座
或開設工作坊。同時因加入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之合聘師資，更助
益於加強推動基礎、專業及跨領域之課程。亦已積極延攬優秀兼任教師，聘
任專案、實務教師，以提升教學品質，助益於平衡教師授課程負擔。
4.全校服務性課程與通識課程
本校生科院每年為院外約 20 個學系開設普通生(動、植)物學、生物化學、植
物生理學等課程，另開設約 15 門全校性通識課程。這些課程，都是醫學院、
生農學院所屬許多系所之必修課程，影響未來的醫療人員、農技人才、生技
研發者之素質甚鉅，可謂任重道遠。所幸，本校生科院所開之課程，不但能
完成預期的人才打底任務，很多生命科學課程都成為其他院系同學之熱門選
修項目，並獲得學生評鑑之極高滿意度。
5.人才培育計畫
本院獲國科會補助人才培育計畫，目前就教學方式如建立並推動電子互動教
學系統、舉辦生技講座與職涯沙龍、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演講等，以跨領域
的方式進行人才培育。
6.教學評鑑
生科院教師不僅在研究上有突出的表現，在教學上，雖然肩負較其他學院沈
重之負擔，但仍能全力投入教學，提升教學品質。在歷年本校學生教學意見
調查中，生科院教師之教學表現大多能獲得學生較高的評價，98-101 學年度
學生教學意見調查平均評鑑值總平均約 4.3，其中大於 4 的高評價課程每年均
占八成以上。績效評鑑方面，將加採校方目前對教師升等、評鑑之既有規定
措施，並將參考目前已知其他學院做法，再行考量適合本院之評量方式。
7.經費運用
92-102 年度本校生科院投入總計逾 2 億經費於建立現代化教室及教學實驗室
等教學研究相關設施與環境，以增進學生實作經驗、優質學習與教研環境。
近幾年積極整修老舊實驗室設施，除了有效解決實驗室空間、設備及教材老
舊不足之基本問題外，整建後的優質教學空間，更能提供多樣性的教學任務
使用，並分別持續建置完成生化科技系、生命科學系及漁科館之 e 化教室，
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習成效。並補助新進與年輕教師，同時致力推廣生命
科學與補助魚標、植標、動博館維修整建或更新及典藏空間維護。

(三)研究
1.生科院教師期刊論文發表、高被引用論文
本校生科院全體教師 97-102 年發表於期刊論文數量如表 2，95-102 年申請本
校學術研究績效獎勵如表 3。近 10 年高引用論文篇數方面如下表。
年度
(近 10 年高引用論文)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高引用論文(篇)

5

4

2

6

6

8

8

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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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養殖、醫藥、疾病、細胞、生態、能源等之發展領域，均有不錯的研究成
果，分別發表於高 IF、傑出或優良期刊；102 年植物學方面研究成果獲刊登
於該領域之高 IF 期刊。並積極組成跨系所領域之研究團隊，如醫藥、植物逆
境等領域。教師並個別與理學院、醫學院、生農學院、工學院等教師合作，
創造雙贏。規劃與推動與本校醫學校區教研人員進行研究合作，目前已簽訂
計畫合作要點，並於 103 年度進行合作計畫，期能助益跨領域研究合作。
甫因大環境因素，國家於研究經費補助上也較不如往常充裕，此亦為受補助
總經費較少的因素之一。目前已正積極爭取研究資源中。
表 2：生科院 97(2008)-102(2013)年 ISI 論文數統計(校方數據)
年

份

名稱
生命科學院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255

245

265

303

300

309

1,677

(163;64%) (156;64%) (164;62%) (187;62%) (187;62%) (184;60%) (1,041;62%)

專任教師人數

85

83

83

82

87

85

註：括號內數值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數及其占當年論文數比例

表 3：生科院 95-102 年申請本校學術研究績效獎勵清冊* (校方數據)
類\

年

別

份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傑 優 傑 優 傑 優 傑 優 傑 優 傑
出 良 出 良 出 良 出 良 出 良 出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期

優
良
期

傑
出
期

優
良
期

傑
出
期

優
良
期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生科系

1

3

3

6

3

6

4

5

7

2

11

7

5

3

11

3

生技系

6

4

6

2

2

8

6

1

13

7

13

6

14

11

14

7

動物所

2

6

4

3

5

2

6

6

9

1

9

2

5

2

0

0

植科所

6

2

2

2

2

2

10

3

8

5

6

1

12

3

7

3

分細所

2

0

6

5

0

3

3

4

4

1

2

3

5

1

5

0

生演所

1

0

0

0

0

1

1

1

0

1

0

1

0

1

1

1

漁科所

1

2

2

4

2

3

0

2

1

0

0

2

2

0

1

1

生化所

2

3

2

4

2

0

0

2

1

1

2

1

3

0

1

0

微生所

0

0

3

4

4

4

3

3

0

0

-

-

-

-

-

-

23

46

21

40

15

單位

合計

21 20 28 30 20 29 33 27 43 18 43

*專任教師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按申請規定，第一、二、三款特聘教授僅計算 review article 未列傑出優良期刊；
第四、七款特聘教授與獲 102 年績優獎勵者僅列三篇傑出期刊論文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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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利、技術移轉
除了論文發表，本校生科院教師在專利申請、研究成果技術轉移至企業進行
實際運用，也是成果豐碩，也將累積的研究成果出版專書。
生科院 95-102 年度專利件數

註：專利件數均為該年內仍為有效期限之件數。

3.科技共同空間(TechComm or TC)
本 校 生 科 院 集 中 學 院 資 源 ， 於 96 年 10 月 16 日 成 立 科 技 共 同 空 間
(TechComm，TC)並開始營運，提供全院研究人員方便、尖端的共用技術服務，
藉此促進教學研究發展。其組織架構隨生科院需求不斷進行調整，目前技術
平台為基因體/轉錄/NGS、生物資訊、蛋白質體、免疫化學、生物影像及儀器
核心 (TCX-A~E，含代謝質體、結構生物學核心平台)，各平台皆由該領域專
家組成平台委員，提供服務諮詢並設定營運方針，每一平台均配有技術員，
負責該平台服務、設備養護、技術工作坊教學並執行業務規劃，已建立完整
的服務網，提升學術產出質量。TechComm 自成立至 102 年，總服務次數累
計逾 90,000 次，透過本單位協助所獲得的研究成果發表於期刊論文逾 40 篇、
完成之學位論文逾百篇。目前已開放院外、校外服務。本院在近年規劃與推
行使用者付費概念下，對於耗材成本較高與多項貴重儀器，已開始酌收工本
費，而收費情形也將視實際情形定期檢討調整，盡量反映成本。
4.國際學術期刊 Taiwania (ISSN 0372-333X)
自 1947 年創刊迄今，特別專注於生物多樣性主題文章發表，目前已在亞洲地
區成為植物分類學發表重要期刊，並因廣納生命科學各議題使本期刊刊登範
圍包含了生命科學各重要領域。秉持科學知識共享理念採開放式取閱(Open
Access)，每期發行時即同步於 Taiwania 主網站(http://tai2.ntu.edu.tw/taiwania)
刊出供世界各地讀者免費下載，並收錄於臺大出版中心學術期刊資料庫中。

(四)國際交流
為有效拓展國際學術研究合作與交流，本校生科院於 95 年成立院級國際學術
交流中心，為生科院師生員協助處理國際交流相關事務的窗口，並積極配合本
校國際處推展合作事務與政策。目前中心為 1 位主任、2 位副主任，分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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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大陸、歐洲及美洲等地區事務，並聘任 1 名行政人員協助處理國際交
流相關事宜。
本校生科院積極與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簽署合作協議或備忘錄，涵蓋美國、英
國、法國、日本、泰國、中國、菲律賓、越南等國，彼此進行學術合作或交流，
包括研究成果的共享、教師互訪、博士後研究與學生交換等交流活動，對於生
科院研究人員國際視野之開拓具有非常正面的助益。
本校生科院的國際交流活動包括邀請國外學者短期訪問、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舉辦國際性學術活動、學生出國研習交流等，
隨各年發展重點不同，呈現的成果不同，整體而言表現應是活躍。(如表 4)
目前本院之國際化策略，著重研究及教學國際化、國際合作交流、積極參與海
外教育展、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鼓勵全院師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及推
廣海外教育計畫等與國際接軌策略的落實，大略分為三大方案執行：
1.國際合作方面：以日本為重點發展目標深化既有交流關係、建立研究合作平
台、鼓勵師生出國交流，促進國際學術合作。
2.教學事務方面：以遠距教學課程為基礎，並舉辦國際科普活動。
3.學生事務方面：推動海外教育計畫並注意外籍生學業生活照顧。
表 4：生科院 92-102 年度國際交流活動項目與次數
項次 \ 年份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國外學者來院短期訪問

11

16

33

72

46

43

41

147

78

143

67

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7

15

28

41

44

46

37

62

39

46

45

舉辦國際學術活動(項次)

1

1

3

12

8

8

23

39

34

36

23

學生出國研習交流人次

0

0

1

6

4

6

9

11

51

42

58

(五)SWOT 分析
S ( Strength )

O ( Opportunity )

1.本院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教學與研究 1.邁頂計畫適時投入大量基礎與研發經
已有 50 年以上之完整歷史，師生富強烈
費，俾助本院各項打底與拔尖改革規劃。
使命感。畢業校友眾多，產官學界成就 2.本院與中央研究院持續保持密切合作機
卓越，可爭取龐大回饋。
制，並共辦學程(如基因體學與系統生物
2.本院的研究領域，由分子到個體，由細
學學位學程)。透過合作凝聚教學與研究
胞到生態，非常廣泛且深入，具上中下
資源，有助提升本院未來競爭力。
游完整的基礎研究與產業發展體系，研 3.後基因體時代開始，本院師生藉助中研
發優勢臺灣其他研發或教學單位難以匹
院的資源與專長可適時投入這新興領
敵。
域。
3.本院與中央研究院多單位在教學與研究 4.結合本校強大電子資訊系所，可把生物
密切合作，相輔相成。
科技帶到一個全新的領域。
4.本校成立許多生命科學相關的研究中心 5.生物科技的發展受到國家的重視，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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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Strength )

O ( Opportunity )

及優質學程，與本院共同發展神經生物
景仍有待學界的貢獻與智慧。本院教師
與認知科學、系统生物學與生物資訊及
研究具創意與特色，基礎研究紮實，極
生物多樣性的教學與研究。
具產業化潛力。
5.本院成功整合學院之共同儀器與空間， 6.教育部及本校大力推展生命科學為所有
實質助長研究與教學之大幅進步。
大學生之必修課
6.本院基礎建設業經 5 年 500 億挹注，核
心設備與平台、技術人員、研究人員論
文提升、爭取國際合作等各方面均獲助
益。
W ( Weakness )

T ( Threat )

1.非常獨特但重要的領域，經常無法得到 1.國內研究型大學大量溢注資源於生科領
足夠的研究經費及人員的投入。
域研究，進步迅速。
2.跨領域研究的合作意願與成效需持續加 2.國外各大學同時也溢注大量資源於生科
強，以配合新科技領域的創新與發展。
領域研究，由於人力物力充沛，不乏表
3.教師大學部教學負擔較重，缺乏各級支
現傑出者；國外生物產業已經蓬勃發
援人力。
展，產學互動良好，加速生命科學發展。
4.整體國際化程度可再加強，以增加本院
之國際影響力。
5.臺灣生技產業雖尚未成熟，生科領域學
生對未來遠景不明確。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本校生科院原以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為標竿，歷經 5 年，再次
檢視，未來將以日本東京大學為學院標竿，該校依 QS 世界大學排名 2013 年為 32，
生物科學領域排名為 18，其生物科學領域有包含動物科學、植物科學、演化生物
學、生物化學、人類學等，研究範疇自基因、細胞、個體到族群，由基礎研究到整
合性生物科學，就生科院發展方向上，可以有許多相互交流之處，目前該校為生科
院未來國際交流重點學校之一，希冀藉由雙邊教師學術交流，持續推動研究合作，
更增進生科院學術聲譽。未來 5 年發展目標依行政、教學及研究分述如下:

(一)行政
1.行政功能強化，系所主管具國際視野，且兼具卓越行政及學術領導能力。
2.強化職員及同仁的服務品質培養，建立行政業務 SOP 流程及 e 化，強化專業
服務能力與態度，並訂定檢核與輔導方式，以落實校方推動之服務品質躍昇
計畫。
3.建立生科院季電子報制度。
4.建立院內教職員工生的核心價值、強化認同感、榮譽心，並研擬增進同仁交
流各項獎勵及福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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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來 5 年將會有單位調整。

(二)教學
1.教師教學負擔達平衡。
2.優質課程設計，多面向教學策略品質提升、強調學生實驗驗證能力。
3.學生能自主學習且皆有積極參與學術討論及研究之風氣。
4.學生跨領域與新興領域的學習意願高。
5.教學國際化。
6.推動人才培育計畫。
7.教師評鑑、升等等相關辦法更加完善。

(三)研究
1.發展專注且整合的研究領域及相關設備
(1)發展之重點領域包括生物資訊學、功能基因體學、蛋白質體學、代謝體學、
以模式生物發展發生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及植物逆境及水族疫病、生物資
源永續利用等。
(2)科技共同空間( TechComm )建構完善的科技共同服務平台，提供全面性的
服務流程，而非單點的分析或操作。各平台服務內容包括實驗設計、技術
培訓、結果分析等諮詢，使用者面對的將是整個平台的技術與諮詢協助。
提升 TechComm 及其他貴重儀器的使用功能與效率，以提升本校生科院研
究品質與優質產出。
2.未來 5 年可突破之研究領域具體目標
(1)生物抗逆境/疾病學領域
A.植物及海洋生物抗逆境/疾病學持續領先國際。
B.培養轉譯科學人才，加強將基礎科學應用在產業上之能力。
C.持續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具國際市場競爭力之商業產品，促進產業發展。
D.發生生物學、演化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及神經生物學創新研究成果發表
在頂級及傑出期刊，研究團隊具國際能見度。
(2)環境變遷與臺灣生物多樣性領域：本土生物多樣性跨領域研究及本土長期
生態監測計畫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強化臺灣生態團隊具國際能見度。
(3)生化科技研究及應用上中下游整合
A.籌組臺大與生技產業策略聯盟。
B.培養轉譯科學人才，加強將基礎科學應用在產業上之能力。
C.醫藥與生質能源產業的應用開發成果具有產業應用價值，並可促進產業
發展。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為確切落實發展計畫目標，本校生科院之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仍以行政、教
學、研究方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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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
1.生科院院長採遴選制度，未來系所主管產生之制度亦配合校方選任相關規定
辦理，以強化行政主管的團隊運作功能及吸引主管人才投入擘劃相關領域之
長遠發展願景。
2.鼓勵行政人員踴躍參加校內、外終身學習及國際化課程，提升本身專業及服
務技能。
3.建立本校生科院行政 SOP 程序並強化垂直與橫向聯繫管道。
4.組成「生科院季電子報」編輯小組，發行生科院季報。
5.歲末或寒暑假期間定期舉辦同仁聯誼活動或研訓課程及培養團隊核心能力。

(二)教學
1.建立教師員額流通制度、改進教師聘任、評鑑及升等之制度。
2.改進院系所課程委員會的組織與功能，使委員多元化，並強化課程審查功能。
3.修定核心課程系列，並增加強調解決問題與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之教學策略；
提供學生更多的選擇去嘗試挑戰，實際參與針對問題解決、分析技術、綜合
性的與寫作技巧的相關課程；為高學習動機的學生(尤其學士班學生)充實學習
環境。
4.本校生科院通過「新進教師授課時數減免實施要點」
，協助新進教師及早建立
實驗室。另為平衡各系所教師授課負擔，特別於「教師評鑑辦法」中註明，
將對院外開設之服務性課程納入評估考量，未來將再依施行結果改進。
5.課程整併降低教師教學負擔，往大班教學、小班討論方向規劃，並整合相似
課程。
6.鼓勵學生投入研究並發表研究成果，97 年底通過「學生參與學術研究績效獎
勵要點」，鼓勵學生將研究成果投稿至國際性科學期刊。
7.鼓勵學士班學生修習輔系、雙學位。
8.積極籌設跨院系新興領域學位學程，目前本院已與校內多個學院及中央研究
院合作設立「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
9.加強師生有效互動與溝通管道
(1)加強學生的生涯規劃輔導。
(2)建立更有效率的師生溝通網路平台，由專責的助教及老師負責。
10.研究生國際化之培育
(1)研究生英文表達能力的培養
A.定期舉辦學術英文寫作相關課程或 workshop。
B.加強專業期刊論文的閱讀與討論。
(2)邀請國際學者專家到臺灣以英文開授中長期專業課程。
(3)目前本校生科院教師陸續開授英語授課課程，亦鼓勵學生參與學校海外教
育計畫。
11.師資聘任：院課程委員會積極參與系所新老師的聘任時程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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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才培育計畫：教學方面，建立與推動電子互動教學系統以激勵學生主動學
習、舉辦生技講座與職涯沙龍為生科背景學生建立創意創業概念、推動跨領
域創意創業概念之整合課程、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演講等寬廣多樣並以跨領
域方式進行人才培育。

(三)研究
1.發展專注且整合的研究領域
(1)鼓勵院內老師合作形成研究群
A.由資深教授幫助新進助理教授順利發展個人計畫並加入研究群。
B.以共組研究團隊及共同創建整合型計畫方式，發揮自身與其他領域互補
之優勢，形成研究上之重大突破。
(2)跨領域合作
A.與基礎科學(物理、化學、數學、地質等)及應用科學(醫學、農學、工學
等)的跨領域合作。
B.積極與管理學院等學院討論可能的全新的合作理念。
(3)與其他單位合作
A.加強與中央研究院之合作，爭取更多儀器經費，整合經費購置公共儀器
並集中由專人管理，逐年增加本校之核心設施。
B.與本校化學系及中央研究院生化所合作發展結構生物學，讓化學館、生化
館成為化學與結構生物學研究聚落。配合學校規劃，全力發展代謝體學。
(4)國際交流
A.鼓勵教師、研究生參加國際會議與短期學術交流：補助教師出國進修考
察，及博、碩士班研究生參加國際會議與研習交流。
B.邀請國際學者蒞臨專題演講。
C.鼓勵院內同仁積極進行國際合作進而組成跨國研究團隊，以提升學術知
名度。
(5)科技共同空間(TechComm)：已完成第一階段執行目標，第二階段進一步在
質量上擴充，自 98 年度起逐年推動完成包括各平台優質化、院外推廣、建
構與維持新穎與特色平台。
2.未來 5 年突破研究領域之行動方案
(1)生物抗逆境/疾病學領域
A.加強分子結構生物學、系統生物學、代謝體學、生物影像學基底建設備。
B.加強師生對不同領域知識及創新技術平台的深度了解及運用，以提升研
究品質。
C.增聘系統生物學及代謝體學師資。
D.加強分子結構生物學、系統生物學、代謝體學、生物多樣性學、生物影
像學的基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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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促進發生生物學、演化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及神經生物學教師組成跨領
域研究團隊，增加研究創新性。
F.促進跨院(理、醫、工、生農)合作並形成長期合作伙伴。
(2)環境變遷與臺灣生物多樣性領域
A.加強師生對不同領域知識及創新技術平台的深度了解及運用，以提升研
究品質。
B.連結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發生生物學、生物工業、生態演化、生物多樣
性等專家以特定主題進行跨領域合作。
C.促進跨院(理、工、資訊、生農)合作並形成長期合作伙伴。
(3)生化科技研究及應用上中下游整合
A.籌組臺大與生技產業策略聯盟
a.臺大提供生技業者研發諮詢、策略擬定及產學合作計畫。
b.加速生技「Concept proof
。
c.生技業者提供臺大現場實作機會。
B.課程改革
a.推動深碗課程並加強實務課程。
b.
。
c.產學雙軌：(i)有志從事研究者，加強基礎訓練，培養學術精英；(ii)志
在產業發展者，引進業界導師，培養產業尖兵。

(四)整體資源挹注
1.生化科技系空間嚴重不足，在增建館舍時宜考慮改善生化科技系空間不足的
問題。未來將以改善教學為目標，採本院各館請全院教師訪視後，整合意見，
共同向校方提案進行統整修繕，期助益於調整空間分配與使用情形，以發揮
最大使用效益。
2.強化基因體學、結構生物學、系統生物學、代謝體學、生物影像學的基底建
設備的經費挹注。
3.期建立現代化多功能溫室。
4.改建現有漁房為現代化水生生物研究大樓。
5.重新規劃本校宜蘭臨海工作站，提供鯨豚研究及其他尖端海洋科技研究。
6.共同規劃長興街生物科技館發酵槽以及其他重要設施有效利用。
7.補助個人型專業課程提升計畫。
8.本校生科院歷經 10 多年運作，目前刻正進行生科系所領域調整整合並就教學
研究討論可行性之組織整合規劃，以期系所彼此之間於教學資源相互合作與
支援，並依各領域特色延伸發展。

五、預期效益
本期中程發展計畫執行後，預期將可達到下列效益：
(一)提升本校生科院行政同仁自身專業知能，提高業務執行力與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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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OP 程序建構完成後，將可提升生科院行政程序處理效率。
(三)發行生科院季電子報，對內可統整相關績效統計資料，有利定期自我檢討機制
之養成；對外可使外界了解目前於教學及研究成果。
(四)促進交流活動可凝聚生科院同仁向心力與團結力，共同達成既定目標與願景。
(五)減輕教師教學負擔，預期對教師研究工作將有所助益，提升研究能量。
(六)改善課程結構除了可以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也可讓學生修課有更明確的學習
方向。
(七)鼓勵學生提早進入研究行列，將可早日開始累積研究經驗，為往後研究生涯奠
下厚實基礎。
(八)學生跨領域學習，可拓展個人視野，提高學習能力，並做為生涯規劃之參考。
(九)加強師生溝通、建構學生輔導措施，提供優質學習空間，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十)提升國際視野，更有助於培養學生學習上廣度與深度。
(十一)由學院定期檢討新聘教師的聯繫與領域，將可落實各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十二)本校生科院教師組成研究團隊與跨領域合作，將可發揮群體戰力，有助於研
究上的重大突破。
(十三)TechComm 提供本校生科院師生優質的實驗場所，可全面提升研究成果的
產出。
(十四)發表傑出論文於 5 年後成長率 5~10%、頂尖期刊系列論文 1~3 篇。
(十五)產學合作計畫、技轉、與廠商簽訂 MOU、學生進入業界實習。期 5 年後至少
有 1 家新創公司。

六、考評
(一)量化指標
現況值
量化項目

國
際
化

1.就讀學位的外籍生
2.國際交換學生及短期進修
交流數(上述項目 1 + 2 )
英語授課課程數
(含一般英語課程)

目標值

103 年
1-7 月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40 ( 前 一 年 ( 前 一 年 ( 前 一 年 ( 前 一 年
(32+8) 值*1.01) 值*1.01) 值*1.01) 值*1.01)
26

重要或國際會議主辦次數

0

國外學者來院短期訪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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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前一年 (前一年

50
(前一年

51
(前一年

值*1.01) 值*1.01) 值*1.01) 值*1.01)
(前一年 (前一年

(前一年

(前一年

值*1.01) 值*1.01) 值*1.01) 值*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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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值
量化項目

教
學
及
學
術
研
究
成
果

103 年
1-7 月

專任教師人數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83

84

84

85

85

與中研院合作之學程件數

2

2

2

2

2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人次

3

3

3

3

4

國內外院士人次

8

8

9

9

10

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篇數
(國際論文傑出優良篇數)

(前一年值 (前一年

科技部計畫金額(萬元)

(前一年 (前一年 (前一年

*1.01) 值*1.01) 值*1.01) 值*1.01) 值*1.01)

科技部計畫件數

研
究
計
畫
及
技
術
成
果

目標值

38

6,493

科技部以外其他校外研究計
畫件數

20

科技部以外其他校外研究計
畫金額(萬元)

3,065

國內外專利有效期限內件數

42

(前一年

(前一年 (前一年 (前一年

值*1.01) 值*1.01) 值*1.01) 值*1.01)

*
(前一年

*

*

*

(前一年 (前一年 (前一年

值*1.01) 值*1.01) 值*1.01) 值*1.01)

*
(前一年

*

*

*

(前一年 (前一年 (前一年

值*1.01) 值*1.01) 值*1.01) 值*1.01)

說明：
1.專任教師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2.第一、二、三款特聘教授：review article；第四、七款特聘教授與獲 102 年績優獎
勵者僅三篇傑出期刊論文為限
3.計畫件數計畫，以計畫起始時間為準
未來 5 年其他研究計畫及技術成果參考項：
1.臺大與生技產業策略聯盟成立，至少 20 家生技業者加盟。
2.產學合作計畫每年至少 5 件，未來 5 年合計至少 30 件。
3.技轉案每年至少 2 件，未來 5 年至少 15 件。
4.臺大教師擔任生技公司獨立董事至少 5 件。
5.提供學生國內外業界實習年至少 20 人次，未來 5 年合計至少 150 人次。

(二)質化指標
1.行政方面
(1)建立臺大生科院行政 SOP 程序，強化垂直與橫向聯繫管道，提升行政效率。
(2)完成系所整併、精簡行政程序、提升系所各領域發展。
2.教學方面
(1)提升教學實驗與課程品質(優質課程)、實驗課程設計特別注意與研究發展
之配合、人才培育計畫、強調實驗認證。
(2)課程整合、規劃與精簡；加強外語課程。
(3)重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確實重視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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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空間設施改善與提升、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5)提升教學助理質與量。
3.研究方面
(1)共同儀器室設備支援。
(2)研究環境改善與提升、醞釀全院性的積極研究氛圍。
(3)鼓勵校內外跨領域合作、發展重點研究領域、研究合作團隊形成與機制。
(4)優秀人才延攬；注重新進教師引導與協助。
(5)補助重點研究領域或服務。
4.國際化方面
(1)加強推展國際交流合作、積極與國外大學及研究機構締約並實質進行後續
學術交流。
(2)鼓勵與支持師、生、研究人員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拓展國際視野。
(3)邀請傑出學者訪問、開設專業課程並聘任國際研究傑出學者為特聘講座。
(4)增加招收外籍生或短期進修學生，輔以學習環境與輔導措施，並舉辦活動
提供本地生與外籍生交流。
(5)舉辦國際研討會。
5.其他方面
(1)將有關生命科學的研究、教學成果與社會大眾分享，加強推廣公眾教育。
(2)加強利用動物及植物標本館及博物館資源，進行生物科學教育材料及影片
的開發，提倡生命科學教育，並有效推廣，以增加科學教師的影響力和資
源爭取，建立本院之特色。向國科會、文化部爭取計畫補助。此外博物館
群提供學生參與機會，提供學生另一種跨領域的學習機會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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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及附設單位
為因應本校分部之籌設，規劃分部未來發展方向及統合行政資源，設立「學校分部總
辦事處」集中管理和統合協調各分部籌設事宜。總辦事處主任由副校長兼任，承校長指示
綜理總辦事處業務及督導各分部籌設之相關事宜。為進行籌設雲林分部及竹北分部，設雲
林分部籌備小組及竹北分部籌備小組，並分設召集人，茲分述如下。

壹、雲林分部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一)單位功能簡介
設置醫學及農學等相關研究中心，藉由專業人才的培育，帶動雲林地區健康醫
療與農業研究發展及技術之提升。

(二)總體目標
提升雲林地區衛生醫療水準，促進農學、健康醫療產業之發展，進行先驅性研發
工作，培養經營、管理與研發人才，帶動地方之實質建設，刺激地區經濟成長。

二、現況說明
現階段本校雲林分部已完成短期計畫之部分建設，包括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
院區第一期醫療大樓、醫護宿舍大樓及第一期污水處理廠，另執行中的計畫包括校
區第一期基礎建設工程以及施工中的農業創新及展示推廣中心大樓。因開發計畫之
硬體建設經費來源短缺，擬將短期及中期計畫開發工程延後執行，但最終開發目的
及項目則均維持原規劃內容。在此期間，本校將以自行籌募方式，尋求產、官、學
界之協助或研議共同合作之辦法及可行性，以募集原規劃書所載之工程項目概算所
需經費。

(一)硬體建設
1.第一期行政大樓：業經教育部核定並完成規劃，因經費困難，暫緩興建。
2.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第一期醫療大樓：已於 96 年 10 月 19 日正式啟用。
3.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醫護宿舍大樓：已於 100 年 3 月 25 日正式啟用。
4.校區第一期基礎建設(道路):已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完工。
5.三方共同合作推動農業創新及展示推廣中心預定於 106 年 6 月底完工。

(二)教學訓練
1.社區醫學教學訓練
(1)醫學系 5 年級社區醫學見習。
(2)住院醫師社區醫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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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業經濟碩士在職專班。
3.學士後護理專班，刻正辦理申請程序中，預訂於 107 年開始招生。

(三)專案計畫
老人健康照護專案計畫：培育老年醫學及末期照護相關人才。

(四)雲林國立大學聯盟
本校雲林分部與雲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共同成立校際策略聯盟，三校本
於平等互利原則，學校各有專精，促進研究發展，有效整合三校資源，已於
105 年 4 月 21 日完成意向書簽約，並於 105 年 10 月聯合赴馬來西亞招生，106
年 2 月共同參與大學博覽會，現正推動跨校選課及合作研究方案中。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硬體建設
目前基地內僅完成短期計畫中第一期醫療大樓、醫護宿舍大樓、第一期污水
廠、部分公共設施之設置、醫院至雲林高鐵站的綠廊步道、校區第一期基礎建
設以及 106 年底完工的農業創新及展示推廣中心，未來將續推動包含以提供農
機展示及木工訓練營等之展覽與訓練空間；無農藥種植示範區計畫建置農園及
興建教育中心；興建學生宿舍解決師、生於當地見習時所面臨住的問題；以及
相關硬體建設。

(二)產學合作
基於教育與學術研究之使命，以雲林分部的規模為基礎，架構多元化的健康與
照護專業教育，積極培訓各領域之專業人力，滿足銀髮族龐大之需求。同時藉
由青春泉季刊之發行，配合辦理活化老人心智之活動，讓銀髮族延續其舊有經
驗，活化其心智，進而成功地適應老化。最後亦期藉由整合銀髮族健康照護與
在地安養所需之跨專業價值鏈，建立高專業與可信賴之銀髮族個人化之在地老
化與安養服務。
雲林分部與縣政府以及農委會三方共同合作推動興建綜合展示訓練中心，提供
雲林縣所需農業展覽與農業專才訓練教育空間；無農藥種植示範區提供具環境
教育功能與實質生產力的健康、無農藥種植示範區，做為永續農業發展的研究
及示範區；最後整合產官學三方合作，著實回饋雲林縣政府與鄉民的期盼臺大
建校需求，更可配合中央計畫的執行，藉由推廣教育落實農業產業人才培育與
養成。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採取產學合作策略聯盟構想，以策略聯盟方式爭取資源，建設校區。
(二)由雲林分部老人綜合研究群與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共同執行「老人健康照護專案
計畫」，配合雲林分部其他主體建築的興建，推動癌症及老人健康照護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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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服務活動及產業研發。擬成立跨領域團隊，爭取國家級高齡醫學
暨健康福址研究中心分中心設於雲林分部。
(三)由生農學院為主，整合附屬單位協助執行雲林分部後續開發，綜合展示訓練中
心以生農學院、農委會以及縣政府共同推動；無農藥種植示範區，則以山地農
場執行規劃與開發，配合主要硬體建設推動計畫，落實教學、研究、產業研發
推展與人才培育理念。
(四)推動雲林國立大學聯盟合作，落實雲林地區國立大學的學術的交流並整合三校
資源，促進研究發展。
(五)殷盼雲林縣政府原承諾之 12 億經費仍能到位，俾使後續規劃能順利進行。

五、預期效益
(一)醫學部門
在雲林地區培養醫學專業人才，提供人性化高品質之醫療服務，進行老人健康
照護典範模式之建構，發展健康照護產業。

(二)農學部門
以高科技生態農業帶動當地教育水準，提高產業競爭力，提升農業科技水準，
培養生物產業之研究、經營與管理人才。

六、考評
考評指標包括完成綜合展示訓練中心、無毒農藥示範區之籌建、教學訓練及專
案計畫之成果、生態低碳環保校園之規劃。

貳、竹北分部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竹北分部之宗旨為結合臺大現有資源、凝聚各方創意、發展與整合生物醫農及
尖端科技相關領域之教育訓練與學術研究；配合產業發展需要，激創出尖端技術；
實踐發揚研究成果，培育人才；與生物醫學園區相輔相成，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藉此加速進行臺大竹北分部之開發與建設，以呼應地方政府、新竹縣民及本校師生
之殷切企盼。主要任務如下：
(一)建立高科技產學合作研究園區，提供相關業者投資、育成、經營及技術等支援
及諮詢，以及空間、人力與設備之實質支援。
(二)設置以科技技術及管理知識為主之教學單位與推廣教育中心，培養整合科技高
級人才並提升高科技管理幹部之企業管理知能。
(三)結合學校及地方資源，促進地區之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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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說明
本校藥學系校友為促進臺大藥學邁向世界一流之藥學教育及研發之林，捐建藥
學系大樓，並應允自捐助藥學系大樓之建設經費中提撥部分捐建竹北分部「碧禎
館」
；本棟大樓於 98 年底興建完成，為竹北校區之指標性建築，目前已簽約進駐單
位計有:生控基因疫苗有限公司、蛋白質藥物暨疫苗研發中心、18 吋晶圓廠房研究
室、高科技廠房關鍵技術實驗室、道路平坦度檢驗制度與認證實驗室、客家研究中
心等，加入本校竹北分部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分年捐贈經費。
專業學院與教育園區方面:工業工程所跨領域整合創新碩士在職專班已於 100
學年度開班。進修推廣部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已於 104 年度開班，105 年度
增設事業經營法務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106 年度已通過教育部審核通過將再增設
生物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系列活動亦陸續展開，102 年底起舉辦數場科普與升學演講，並逐步規劃推動
展覽、藝文表演、短期班及進修推廣教育、暑期育樂營等。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本校將充分利用竹北分部之地緣關係，扮演與新竹地區廠商產學合作之角色；
其主要目標包括提供科技與人力與廠商進行產學合作研究、協助廠商研發技術或提
供產業技術諮詢或培訓產業經營管理知識與能力。經由這些研究教學實驗室與相關
在職專班的設置與運作，除可提升新竹地區廠商的技術與人力水準外，同時也可以
藉由與廠商之緊密聯繫更增進本校系所的研發能量以及對產業界的貢獻。
計畫推動開發醫學研究園區、專業學院教育園區與高科技創新研發園區等建
設，目前已分項規劃進展中，並另規劃興建學生宿舍、出版及藝文中心、休閒會館、
進修推廣教育大樓等，持續執行建校目標。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保持本校與新竹縣政府及議會之溝通管道暢通甚為重要，自 95 年起已設有「竹
北分部 6 人小組」
，由本校及新竹縣各推 3 位相關人士為代表，依推動進度之需求，
不定時召開會議，俾利設校期程之掌控。
為順利推動竹北分部之產學合作，並訂有「產學合作策略聯盟規劃書」
，以「捐
建獨棟大樓」
、
「連續十年每年捐贈新臺幣壹仟萬元」
、
「連續十年每年捐贈新臺幣伍
佰萬至壹仟萬元」
、
「每年捐贈新臺幣壹佰萬至伍佰萬元」等不同方式參加策略聯盟
為會員，依捐款方式享有不同之會員權益。
建設財源方面亦另持續洽詢校友捐款興建及與園區業界合作推動生物醫學、醫
療器材、藥學、生物科技、醫療等 BOT 開發案，尋求多方管道挹注建設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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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
竹北校區歷經數年校內之智慧凝聚與討論，目前雖仍屬籌設階段，然首棟建物
碧禎館已完工啟用，本棟建物不僅代表本校研究版圖的擴大，更將成為落實與地方
產業特長連結的象徵，指標意味極具濃厚。

六、考評
考評指標包括推動預期成立之園區及在職專班之到位與進修推廣教育大樓之
籌建。

參、醫學院附設醫院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臺大醫院)肩負教學、研究、服務三大任務。總
體目標如下：
(一)教學方面：配合醫學院的課程設計，增進醫事人員臨床專業技能及醫學人文素
養，培養創新研發的能力，培育術德兼備的專業人才及醫界領導人。
(二)研究方面：整合研究資源，推動跨領域團隊合作，發展癌症、轉譯、幹細胞學、
基因體醫學、心臟血管疾病、器官移植醫學、生醫光電、影像醫學等研究，結
合產學研發，發展前瞻及創新性的研究。
(三)服務方面：以病友為中心，強調人性化的全人醫療照護，重視病人安全與醫療
品質，提供高品質之精緻醫療服務。另發揮與整合臺大醫療體系的優勢，結合
總分院人才，相互支援，提升分院醫療水準，並發展在地特色，嘉惠病友。
此外，臺大醫院亦致力於推動國際合作與交流，以擷取各先進國家醫療發展的
經驗與知識，促進我國醫療科技的蓬勃發展。另臺大醫院也積極協助醫療資源較為
不足的國家，提升他們的醫療水準，帶領他們進入現代化的醫療。

二、現況說明
(一)105 年業務概況
臺大醫院實際開放使用病床數共 2,549 床(總院 2,281 床；兒童醫院 268 床)，員
工有 6,385 人。
在醫療服務方面，全年門診共服務 2,618,621 人次，急診服務 115,042 人次，住
院服務 107,714 人次。
在教學方面，全年共訓練住院醫師 577 人，實習醫師 222 人，實習學生 1,069
人。
在研究方面，全年發表在 SCI 期刊之論文共 1,768 篇，平均 IF 值為 4.73；SSCI
期刊共 134 篇，平均 IF 值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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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臺大醫療體系目前有 5 家分院，包括雲林分院、北護分院、金山分院、新竹
分院及竹東分院，擁有超過 4,500 張病床及 9,000 名專任員工，藉由分院的經營，
將臺大醫院高品質的醫療帶到社區。

(二)SWOT 分析
1.優勢(S)：本校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適中、大眾運輸便捷，優良的歷史傳承、
優秀人力資源及品牌優勢與形象，友善的醫療環境，教學研究風氣良好，教
研服務設施完善。
2.劣勢(W)：公家體制僵化、古蹟院址導致空間動線重塑受限、組織文化保守
且成本意識薄弱、非營利組織企業管理模態導入及優秀專業人才整合不易。
3.機會(O)：國際醫療市場蓬勃發展、醫療科技相關行業深度整合、產學合作機
會增加、生物科技倍速發展、醫療資訊發達、醫療保健預防與形體美容巿場
興起、難重症醫療需求殷切、抗老化與安養照護需求增加、臺灣一日生活圈
形成、臺大醫療體系日益茁壯。
4.威脅(T)：醫療市場競爭者眾、健保政策衝擊醫院管理與醫療收入、國際原廠
藥品退出臺灣巿場、政府教研補助經費緊縮、醫病關係改變致醫療糾紛日
增、五大皆空的醫療生態、勞動人口下降影響人力資源供給、勞動意識抬頭
衝擊原有輪班體制。

三、未來十年發展計畫目標
臺大醫院未來 10 年之願景為「健康守護，醫界典範」，發展計畫目標如下：
(一)院區新建與整建工程，提升就醫、教學與研究之環境與設備品質。
(二)強化資訊、通訊科技之運用
(三)發展創新醫療新科技及卓越臨床研究。
(四)教學與人才培育。
(五)協助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之籌設。
(六)提升臺大醫療體系之綜效。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發展目標

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院 區 新 建 與 1.興建健康大樓，擴充服務量能。
整建工程，提 2.籌設醫療博物館，展現臺灣醫療歷史風華。
升就醫、教學 3.籌建林森研究大樓，擴增臺大醫院研究及醫療空間。
與 研 究 之 環 4.籌建仁愛大樓供醫護同仁住宿，原宿舍空間可轉為醫療與研究用途。
境 與 設 備 品 5.整建腦血管神經醫療中心，提升病友醫療品質。
質

6.籌建西址門診暨牙科綜合大樓，擴增服務量能。
7.中央廚房整修工程，申請 HACCP 認證，提升供膳品質。
8.病房、診間分區分期整修計畫，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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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強化資訊、通 1.持續開發電子病歷。
訊科技運用

2.發展長照系統(護理之家與居家照護)，因應人口老化醫療需求
3.引進物聯網自動化應用，建立模組化產品嘉惠醫療產業。
4.分析本院資訊系統之大數據自動產生報表，協助進行智慧醫療決策。

發 展 創 新 醫 1.藉由國際臨床試驗合作，促使臺灣成為亞太區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
療 新 科 技 及 2.建立次世代基因檢測共同實驗室，發展精準醫療。
卓 越 臨 床 研 3.推廣醫療整合資料庫應用，提升醫學研究量能、促進醫療技術及醫療品
究
質進步，研發創新與更有效益的醫療技術，並提高民眾醫療品質。
教 學 與 人 才 1.強化臨床技能中心及微創手術訓練中心運作功能。
培育
2.強化一般醫學訓練(PGY)及師資培訓。
3.強化師資培育中心運作功能：持續開發新課程，提升師培之多元發展。
4.辦理實習醫師臨床技能測驗(OSCE)。
5.品質與病人安全之持續教育與教材推廣。
協 助 本 校 醫 積極推動籌建業務，協助儲備癌症醫療專業人才，與永齡基金會合作，推
學 院 附 設 癌 動跨領域生醫科技研究，建立癌症基礎臨床研究、生醫工程研發及建置預
醫 中 心 醫 院 防篩檢平台，建立一華人頂尖、世界一流，最高品質並以病人為中心的研
及 輻 射 科 學 究型國立癌症中心。
暨質子治療
中心之籌設
提 升 臺 大 醫 1. 籌建新竹生醫園區分院，係依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
，由臺大醫
療體系綜效
院興建具經濟規模之醫學中心，採分階段興建之方式，第一期 109 年
前完成 380 床(包括急性一般病床 250 床，特殊病床 130 床)為目標，
並以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為主要任務，並兼具急重症功能；期能達
到「帶領生醫科技發展的國家級醫學暨轉譯研究中心，並建構大新竹
地區成為智慧健康城市」之願景目標。
2. 大新竹地區三分院整合規劃，使本院人力物力資源創造最大效益。
3. 協助雲林分院邁向準醫學中心，提供雲林地區民眾更完整及優質之醫
療服務。
4. 配合國家長照政策，推動臺大醫療體系長期照護業務。

五、預期效益
(一)擴增院區醫療及研究空間，提升服務與研究能量，促進病友就醫環境與員工工
作環境的品質與安全。
(二)運用資訊、通訊科技，提升醫療及行政作業效能，提升服務品質。
(三)創新醫療服務模式與技術，增加研究質量。
(四)提升醫事人員的臨床專業技能，強化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之專業訓練，培養術
德兼備的醫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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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分院發展特色醫療服務，提供在地民眾更高品質的醫療服務，成為當地民眾
最信賴的醫院。

六、考評
(一) 1 年內完成中央廚房之建置。
(二) 1 年內完成雲林分院準醫學中心之申請。
(三) 3 年內完成新竹生醫園區醫院第一期計畫之籌設。
(四) 3 年內完成大新竹地區三分院整合規劃
(五) 4 年內完成林森研究大樓之規劃與整建。
(六) 5 年內 IF 值大於 5 或各領域前 15%之研究論文增加 5%。
(七) 5 年內協助完成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及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之籌設。
(八) 5 年內完成健康大樓之建置。

肆、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一、單位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一)單位簡介
本校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以下簡稱實驗林)設立於 1902 年，所轄
林地位處臺灣中心，屬本島最大河川濁水溪上游之集水區，面積約 32,788 公
頃，海拔自水里 220 公尺至玉山主峰 3,952 公尺之間，氣候溫潤，動、植物豐
富；日據時期東京帝國大學即基於其多樣之森林資源及重要之地理位置選定為
演習林，目前為林學教育、研究保育及示範經營之重要場所。實驗林經營宗旨
為「教學實習」、「學術研究」、「資源保育」及「示範經營」，此外，肩負有國
土保育、森林保護、治山防災等重責，為落實生態系復育，整合森林永續生產
及維護生物多樣性，建構以生態系為規劃單元的新林業經營體系，以達成國家
森林的多目標永續經營。

(二)總體目標
實驗林之教學研究發展目標、林業示範經營與資源保育方針為：
1.強化教學導向之教學實習系統
教學實習以本校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實習為主、並配合本校與生農學院之農
業體驗營及田園體驗，通識教育之生物多樣性體驗及生物多樣性概論，同時
提供其他科系的同學擴展本科專業訓練之外的學習與實習。另提供各大專院
校與高農之森林、觀光及休閒科系等學生實習。且配合使十二年國民教育基
本課程及民眾生態教育。
2.積極試驗研究，提升學術地位
為提升學術地位，近年來除進用碩博士研究人員，並寬列實驗林試驗研究經
費外，亦向外積極爭取研究計畫，目前有許多學術合作計畫、國際學術交流
活動在進行，並發表多篇 SCI 研究報告；近因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之危機，為
364

【參之二十四、分部及附設單位】

節能減碳與替代能源之開發，積極參與二氧化碳通量監測與生質能源研究，
與本校及其他相關科系共同執行整合型研究計畫。培養研究人才與充實改善
儀器設備，提升學術研究成果。
3.促進國際化，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
實驗林為推動國際合作計畫，推動與日本、美國、法國、捷克、紐西蘭、中
國、韓國、加拿大、俄羅斯、德國、英國及越南之學術交流與合作，並積極
辦理國際交流考察研習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另協助國際交換生上課與實習。
4.推動自然教育園區之整合與發展
實驗林轄區內依據天然資源、地理特性及人文產業之不同規劃溪頭、鳳凰、
和社、東埔及下坪等 5 處自然教育園區，每一園區各具特色，可提供不同之
教學實習。除教學實習外，亦可提供一般社會大眾自然生態之推廣教育。加
強解說志工之培訓，充實各項設施，進行策略聯盟，推動環境教育。
5.生態系示範經營
實驗林加強林地之經營管理，厚植森林資源，建立多元化之育林撫育體系，
因應原住民族基本法、社區林業及混農林業等趨勢、另外配合需求，隨時調
整與突破。

二、現況說明
(一)教學方面
1.林地資源
(1)林地分類與利用：實驗林面積廣大，地形特殊，地形錯綜複雜，孕育出豐
富多樣的生物資源，具備亞熱帶、暖温帶、涼温帶、冷温帶及亞寒帶之各
種森林植群帶，為臺灣森林垂直分布之代表區域。實驗林之林地分類詳如
下表 1。
表 1：實驗林林地分類及利用現況表(ha)
保安林 生產林
6,244

10,894

水源涵
養林

森林遊
樂林

保護林

契約
林地

公設
用地

其他

總面積

3,466

1,323

307

5,489

188

4,877

32,788

(2)生態保育區：實驗林轄區內依各區域環境及生物特性規劃「生態保育區」
(含溪頭鳳凰山闊葉樹生態保育區、羅娜臺灣杉母樹保育區、對高岳紅檜
保育區、玉山高山生態系保育區、塔塔加雲杉保育區、八通關高山草原生
態系保育區、北玉山闊葉樹生態保育區、東埔山紅豆杉保育區)，進行系
統性保留各種天然資源，並推動各類自然生態保育教學研究及研習活動。
(3)自然教育園區：93 年設立溪頭、鳳凰、和社、東埔、下坪等 5 處自然教育
園區(表 2)。依各園區自然與人文資源特色規劃展示中心、會議室、學生
宿舍或多媒體教室等完善設施，並配合社會大眾或機關學校辦理自然教育
種子教師培訓、親子教育推廣、鄉土自然教育、學術研究與教學實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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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自然教育園區統計表
自然教育園區

溪頭

面積(ha)

362

特色

鳳凰

45
櫻花步道、蕨
試驗研究及
類標本園及
教學實習場
茶 花 標 本
所，推廣生
園，介紹有機
態旅遊活動
茶及茶藝

和社

東埔

下坪

102
中、低海拔
生態系試驗
研究、自然
教育及生態
旅遊環境

35
高海拔試驗
研究及生態
旅遊，提供登
玉山人員臨
時借宿

8.9
熱帶植物、臺
灣原生植物
及外來種植
物，提供教學
及解說導覽

2.人力資源
實驗林設置教學研究、企劃、管理、森林作業、育樂及總務 6 組，以及主計
及人事二室，各組置組長、室置主任 1 人；另有溪頭、水里、清水溝、內茅
埔、和社、對高岳等 6 個營林區與木材利用實習工廠，各置主任 1 人。現有
員工人數於 102 年 12 月統計分為研究人員 27 位、行政及技術人員 38 位、
約聘(用)人員 31 位、技工及工友 65 位，總計 161 人。其中碩士學歷以上者
占約 20%(大部分是研究人員)，優秀之研究人員及經驗豐富之技術人員，可
執行或協助各項教學實習及試驗研究工作(表 3)。
表 3：近 5 年人力資源統計表
年

研究人員 行政及技術人員 約聘(用)人員 技工及工友

總計

98

23

51

28

69

171

99

25

53

27

69

174

100

21

48

34

68

171

101

22

56

33

65

176

102

27

38

31

65

161

3.財務狀況
實驗林年度經費大部分均需自籌，除每年教育部補助教學研究人事費年約
9,000 餘萬元外，主要來自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之服務收入，近 5 年收支統計
如表 4。為籌措財源，除節省開支外，積極辦理五項自籌預算外工作，以增
加收入。
表 4：近五年收支統計表(單位：千元)
年

總收入

總支出

餘絀

資本支出

98

613,722

600,093

13,629

77,854

99

632,236

579,787

52,449

85,908

100

528,311

454,138

74,173

97,863

101

445,982

394,937

51,045

50,718

102

450,760

415,821

34,939

4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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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實習
實驗林每年提供本校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及 本校各系所師生教學實習之
外，並提供全國各級學校相關科系師生從事教學實習，近年來本校實驗林更
積極充實各項教學實習設施，拓展教學實習領域及教材之編訂，加強解說服
務與自然教育方面之規劃建設。現在配合各級學校戶外教學(如國小及國中課
程所編撰之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教案)，藉由室內教學理論與戶外實際的實習
參訪活動交互運用，除增進學生自然科學教育之效果外，並期許學生能發展
永續經營生態保育和環境保護的觀念，以達到整體教育目標。辦理戶外教學
與林場實習成果如下表 5。
表 5：近 5 年各類學生實習人日統計
年

森林環境暨
本校
大專院校及
＊1
資源學系 各學系 高農林科系

大專院校
觀光科系

本校生農學 各級學校
院 BACT
課程

戶外教學
*2

總計

98

3,733

3,104

286

750

35

18,092

26,000

99

5,902

2,470

276

200

35

21,540

30,423

100

2,314

832

537

550

35

29,662

33,930

101

2,240

2,500

312

250

35

27,136

32,473

102

4,446

948

312

371

35

22,033

28,145

合計

18,635

9,854

1,723

2,121

175

118,463

150,971

*1 本校各學系：(1)現代農業體驗林業組及田園生活體驗林業組。
(2)森林生物多樣性體驗及森林生物多樣性概論。
(3)其他科系實習。
*2 學校團體戶外教學；溪頭學校團體、鳳凰及下坪自然教育園區戶外教學。
其他尚有中國大陸森林生物科學營 17 人及專業訓練課程實習。

(二)研究方面
1.長期試驗地
實驗林目前設置之長期性試驗地 140 處，面積達 250 餘公頃，分布於溪頭、
清水溝、水里、內茅埔、和社及對高岳等 6 個營林區，其中經常性調查部分
63 處。此等試驗地有從日據時期實驗林之前身「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
灣演習林」所設定及實驗林繼續設定者。最早設定在 1921 年，分為生長量、
疏密度、林分構成、疏伐、耐蔭性、種源及後裔、引種、造林與生長、萌芽、
樹木園、竹類、貴重木與保留木、其他等 13 項，原則上每 5 年調查 1 次，
研究調查成果已發表研究報告約 205 篇。
2.試驗研究
98-102 年實驗林與其他學校機關合作學術研究計畫 57 個，接受委託試驗研
究計畫 72 個，實驗林提供經費進行的試驗研究計畫 96 個，社區林業計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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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及混農林業計畫 46 個，總計 306 個(如表 6)。98-102 年發表於國內外期刊
218 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211 篇(如表 7)。限於研究計畫經費短缺，研究人
員除研究及協助教學外，必須從事行政工作，由實務上亦可有相關應用之研
究報告發表(如表 7)。
表 6： 98-102 年學術研究計畫數量
年

與其他學校機關
合作學術研究

委託試驗 實驗林試驗 社區林業
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
計畫

混農林業
計畫

總計

98

8

18

20

3

0

49

99

7

14

19

6

12

58

100

11

18

16

9

15

69

101

20

15

15

8

15

73

102

11

7

26

9

4

57

合計

57

72

96

35

46

306

表 7：98-102 年發表論文篇數
發表類型

期刊

學術研討論文

中文

外文

國內

國外

著作與推廣
性刊物

98

17

28

29

11

13

26

99

15

16

28

21

12

13

100

19

20

22

24

8

20

101

37

21

27

14

11

20

102

22

23

24

11

5

18

合計

110

108

130

81

49

97

發表年

SCI

(三)國際化方面
為提升實驗林之國際學術地位，近年來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參與國際林業
學術機構合作研究計畫。2009-2013 年間有紐西蘭、日本、中國、韓國、美國、
加拿大、俄羅斯、德國、英國及越南等 10 個國家 332 人次共計 47 次之國際重
要學者至實驗林進行國際林業研究交流，成果豐碩。同期實驗林總計有 123 人
次前往美國、馬來西亞、加拿大、奧地利、瑞典、日本、韓國及中國等 8 個國
家進行學術交流與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 70 篇，並且每年舉辦國際學術研討
會，例如 2011 年慶祝實驗林成立 110 週年紀念，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舉辦「第
4 屆亞洲實驗林會議暨長期試驗監測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另在溪頭自然
教 育 園 區 舉 辦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vide Energy Potential of
Biomass」；2012 年舉辦「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2 Flux at terrestrial
ecosystems」研討會；2013 年與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及中華林學會共同合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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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groforestry」(如表 8)。
表 8：2009-2013 年國際交流次數與參加及舉辦國際研討會次數
國際交流

參加國際研討會

次數

人次

次數

人次

篇數

舉辦國際
研討會

2009

7

53

5

7

4

1

2010

8

81

10

29

27

3

2011

4

38

9

26

8

2

2012

12

88

12

24

11

1

2013

16

72

10

37

20

1

合計

47

332

46

123

70

8

年

(四)核心價值
實驗林的宗旨為「教學實習」、「學術研究」、「示範經營」及「資源保育」，除
提供生物多樣性研究與珍貴物種保育外，因應社會上對國土保安、涵養水源、
休閒遊憩、森林保健及全球性二氧化碳減量等公益功能之需求。實驗林 98-107
年第九期經營計畫重點為教學實習與試驗研究、國土復育與林地管理、森林資
源永續經營、環境資源監測及組織調整與財務合理化等五大項目，因應了社會
上對實驗林國土保安及社會公益之需求，亦為實驗林經營核心價值。

(五)亮點論述：實驗林的特色及優勢
1.為推動生物多樣性之教學研究，實驗林所轄林地面積約 32,788 ha，海拔高低
相差 3,700 m，孕育了豐富的野生動物、植物、昆蟲、兩棲類等自然資源，
計有植物 1,800 種、哺乳動物 20 種、爬蟲類 32 種、兩棲類 18 種、鳥類 108
種、螢火蟲 34 種、蝴蝶 157 種及魚類 18 種。
2.設置長期試驗地 140 處，累積了 90 年以上試驗調查資料，面積達 250 餘公頃，
提供了研究不同海拔梯度生物多樣性之場所。
3.各種教學軟硬體設施，提供了各級學校最佳戶外教學與實習場所。
4.推動森林生態系研究，建立國內外森林生態系研究的平台。
5.提供推動環境教育之最佳場所。
6.推動社區林業研究，建立山林林業政策。
7.進行混農林業可行性評估。
8.推廣生態旅遊、森林療癒與健康之研究。
因此，臺大實驗林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實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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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Benchmark 單位：日本東京大學演習林。
實驗林與日本東京大學演習林早期即開始雙方的學術交流，簽訂共同研究協議
書、主辦亞洲大學實驗林國際研討會等等。

(一)教學方面
1.教學實習課程與設施改善
實驗林教學實習課程包括臺大之林場實習、森林生物多樣性體驗、現代農業
體驗林業組及林業概論課程，以及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實習與中小學戶外教
學。各類學生實習人數及實習課程將配合政府 12 年國教政策、國際交換生、
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氣候變遷、節能減碳等議題，逐年更新，改善實習軟
硬體設施。
2.教學實習課程規劃目標
(1)加強森林環境科學、資源保育與管理等專業人才之實習課程設計及更新。
(2)加強學生實習課程實際操作，野外調查方面的訓練。
(3)加強協助授課實習課程，研技人員之訓練。
(4)建立並強化學生實習評估與評鑑制度，並定期檢討、修正及改進。
3.充實試驗研究設備與改善
為學術領域全面提升，強化試驗研究成效，邁向頂尖大學之目標，將逐年依
各項研究之需要進行儀器設備與改善。
4.生態保育區籌設與管理
依第九期經營計畫書轄區內各設立 8 個「生態保育區」，目前 3 個生態保育
區，已進入第二階段調查，溪頭鳳凰山闊葉樹生態保育區、羅娜臺灣杉母樹
保育區及對高岳紅檜保育區等。預計每 2 年設立一個，同時陸續加強環境監
測工作，並與當地社區結合，希望未來成為全國生態保育示範區。

(二)研究方面
1.優勢領域及具有突破性之研究團隊
(1)森林環境對森林工作人員健康效應之研究
A.研究團隊：本校實驗林、醫學院、環境衛生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全球變
遷研究中心、統計科學研究所；臺北醫學大學。
B.目的：探討森林環境與健康有關的環境影響因素，對在森林環境中工作
的人員之心血管和內分泌/代謝特徵與環境因子間的關係。
C.預期結果
a.生活在森林環境有利於心血管功能。
b.生活在森林環境對於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與頸動脈斑塊減緩。
c.生活在森林環境中具有更好的社會心理參數。
d.了解季節變化對臨床心血管與內分泌/代謝參數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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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監測森林地表及平地二氧化碳、水氣、熱能及流通量之研究
A.研究團隊：本校實驗林、地理學系、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森林環境
暨資源學系。
B.目的：長期監測了解氣候變遷對森林光合作用的影響及造林木之碳吸存
能力及森林生態系內 CO2 變化、樹液流變動、水分移動、土壤內各種因
子變動情形，除可推估林地的二氧化碳量外，更提供森林生態系對環境
影響之具體資料。
C.預期結果
a.監測林地之二氧化碳通量，估算每公頃森林之碳吸存能力，將二氧化
碳減量之具體數據估算出來。
b.可以推估森林生態系內之水文循環。
c.可經由長期監測進一步了解森林與微氣候對森林地表及土壤碳吸存、
水分循環之影響。
d.可以經由微氣候及通量監測，了解不同樹種之森林生態系之生理作用。
2.在地研究優勢
(1)本校實驗林位於中央山脈之中央廊道上，地形、地理環境孕育了生物多樣
性。設置之長期性試驗地 140 處，面積達 250 餘公頃，試驗地遍及溪頭、
清水溝、水里、內茅埔、和社、對高岳等 6 個營林區，具普遍性、長期性
之優勢。
(2)每年定期調查，並建立試驗地資料庫，具完整之長期調查資料可供學術研
究及學生教學實習。
(3)有 20 多位專業研究人員，可就近研究，且協助地方各級學校，並與各相
關單位組合作團隊共同研究。
3.全球急迫性需求之主題
(1)氣候變遷對森林生態系的影響。
(2)林木提供生質能源可行性之研究。
(3)森林對環境保護功能與效益之研究。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教學實習
1.策略
(1)善用教學資源，擴展本校相關科系及大專院校高農相關科系實習。
(2)積極配合本校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學生林場實習及其他專業科目之實習。
(3)結合跨領域之實習，以達到森林生態系示範經營之教學目標。
2.執行方式
(1)鼓勵臺大實驗林同仁參加各種進修、研習及通過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兼任
教師之聘任。
(2)建立生物多樣性之實習及解說系統，充實自然生態教材及試驗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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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人員參與跨校、跨領域之調查、研究訓練，建立跨領域之教材及實習
場所。

(二)試驗研究
1.策略
(1)鼓勵具創新、突破、高技術及前瞻性之研究計畫。
(2)增加國際論文(SCI、SSCI、A & HCI)篇數。
(3)鼓勵爭取科技部(原國科會)、農委會、環保農業研究計畫件數。
(4)積極加強與本校及相關單位之合作計畫。
(5)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加強國際合作研究。
2.執行方法
(1)提供研究設備及儀器之購置。
(2)提高研究經費之補助，並建立獎勵制度。
(3)訓練、整合相關研究人員，研提整合型計畫。
(4)促進研究團隊之建立與交流合作，提出整合型研究計畫。
(5)鼓勵與本校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等相關系所合作研究共同爭取國際合作
計畫。

(三)國際化
1.策略
(1)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增加人員互訪及研習。
(2)加強國際學術期刊、研討會論文之發表。
(3)鼓勵同仁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
(4)積極爭取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2.執行方法
(1)建置英語化環境，加強實驗林人員國際語言訓練，鼓勵參加語言檢定測驗。
(2)爭取或編列預算，邀請國際學者專家及推派人員互訪。
(3)建立制度，鼓勵同仁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3)爭取或編列經費或設立獎勵措施，鼓勵同仁參加國際研討會。
(4)爭取或編列經費舉辦國際研討會。

(四)大學實驗林生態系示範經營
1.策略
(1)加強實驗林林地經營管理，維護實驗林之完整，厚植森林資源，健全森林
生態系。
(2)依照國土復育條例精神檢討林道網配置情形，改善林道網品質加強維修及
保養。
(3)辦理各項森林資源與環境監測計畫，監測森林與環境資源之健康狀態，尋
求最適當之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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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方法
(1)分年分區設置森林環境與資源監測永久樣區及架設監測系統，厚植森林資
源加強林地經營管理。
(2)加強人員訓練及管考制度。
(3)改善並維護現有林道，配合及相關設施，依據監測資料，隨時更新、改善
調整經營管理方案。

五、預期效益
(一)建立優質之教學及實習環境。
(二)充實研究人力，提升研究水準。
(三)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增加國際論文發表。
(四)增加本校相關系所共同合作研究計畫，拓展研究領域及研究成效，森林及環境
資源長期監測系統之建立，建立健康森林生態系，提供教學、研究、社區發展、
保護環境及安定的生態系統。
(五)提高林地生產力及生物多樣性，減少空氣中之二氧化碳，緩和溫室效應。

六、考評
(一)量化評估指標
本校實驗林自 90 年起導入績效管理之觀念及措施，責成各單位於年度開始前
擬定次一年度之工作計畫，將工作績效反應於每年年終考績，並將該績效管理
產生具體成果，於每年處慶表揚績優人員及向校方推薦績優人員之具體事績。
實驗林發展計畫之評估，依據教學實習、試驗研究、國際化及生態系示範經營
四部分之細部執行指標項目，予以數量化後作為評估指標(如表 9)，並依計畫
管控原則逐年檢視修正，期達到計畫目標，符合教學研究、示範經營之任務。
表 9：量化執行指標及目標值一覽表
營運標準
(現況值)
102 年

103

104

105

106

107

本校森林環境暨資源學
系林場實習(人日)

4,446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本校其他系所實習(人日)

948

1,000

1,100

1,200

1,500

1,600

371

300

300

320

350

380

312

300

300

310

310

320

22,033

20,000

20,500

21,000

22,000

23,000

營運目標
(量化指標項目)

教 外校觀光、休閒等科系暑
學
實 假實習(人日)
習
外校高農、大專院校森林
科系暑假實習(人日)
推廣服務自然生態(各級
學校戶外教學人日)

營運量(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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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目標
(量化指標項目)

營運標準
(現況值)

營運量(目標值)

102 年

103

104

105

106

107

各項研究計畫(件數)

18

15

16

18

20

22

試 國科會計畫(件)
驗
發表研究報告含國際論
研
文(篇)
究
國 際 論文 (SCI 、 SSCI 、
A&HCI)(篇)

2

2

3

4

5

6

45

45

50

55

60

70

18

18

19

20

22

24

0

1

1

1

1

1

交換國際學生(人數)

0

1

1

1

2

2

國際學生研習活動(人數)
國
際 國際合作計畫(件)

31

30

35

40

45

50

0

1

1

1

2

2

主辦重要國際會議(次)

1

1

1

1

2

2

國外學者來訪(人次)

66

60

65

70

75

80

10

10

10

10

10

10

0

1

1

1

1

1

1,638

1,600

1,620

1,640

1,660

1,700

苗木培育(千株)

291

250

200

150

100

50

林相更新與復育(含新植
及獎勵造林，公頃)

58

50

40

30

20

20

10

12

14

16

18

20

交換國際教授或研究人
員(人數)

化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篇)
資源調查申請成立生態
生 保育區
態 森林遊樂與生態旅遊(千
系 人次)
示
範
經
營

林木中後期撫育疏伐(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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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化評估指標
採用 SWOT 方法分析實驗林內部條件的優勢(Strengths)和劣勢(Weaknesses)，
是否有利於在產業內競爭；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是針對企業外部
環境進行探索，探討產業未來情勢之演變(表 10)。
表 10：實驗林的 SWOT 矩陣策略表
內部分析
SWOT 矩陣
優勢 (S)
機會
(O)

外
部
分
析
威脅
(T)

劣勢 (W)

SO策略
WO策略
利用優質研究人力、健全實習
預算經費之不確定性，受氣候
設施與豐富且具代表性的自然
變遷、天災影響甚大，需有因
資源，循校方管道積極推動設
應策略。
立國際自然研習中心。
ST策略
主動提供進修及升遷之機會，

WT策略
政府政策調整組織再造之必

降低人員流動率；強化本處教
動、影響人力、經費之不確
學 、 研 究 及 資 源保 育 之 專 業
定。
性，以確立本處之定位。

伍、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一、單位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一)單位簡介
本校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以下簡稱附設動物醫院)最初是在農委會
的經費支助下，於 44 年設立於校總區舟山路旁。其功能為藉由提供社會大眾
獸醫醫療服務，進而作為本校獸醫學系高年級學生及臨床研究生的實習場所。
在成立之初，動物醫院即提供院內的寵物、家畜(禽)及水產動物的醫療服務，
農場的出診服務及政府的檢疫服務。其後因醫療業務的逐年擴增、學生人數的
增加及新設備的添購，原有空間已不符使用，因而在教育部經費的支助下，於
現址基隆路旁興建地上 6 樓、地下 1 樓的新動物醫院，並於 84 年 12 月正式啟
用。為使新建之動物醫院更能發揮其教學與醫療服務之功能，亦同步針對其組
織規程進行修訂，附設動物醫院已成為多功能性教學醫院，也是東南亞最具規
模動物醫院之一。於 91-93 年間，在農委會經費支助下，於附設動物醫院頂樓
上方又加蓋了實驗動物及教學與研究空間共 3 樓層，而成為如今的地上 9 樓、
地下 1 樓的建築。
附設動物醫院目前共包括小動物內科、小動物外科、住院室、大動物及經濟動
物科、實驗診斷科、影像診斷科、病理診斷科、藥局、檢疫區及行政單位。院
內員工約 156 人，86 人為獸醫師，包括 22 位教師(小動物內科 5 位、小動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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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4 位、大動物及經濟動物 4 位、病理 5 位、實驗診斷科 4 位)、9 位技術指導
人員、6 位實習醫師、28 位住院醫師、6 位總醫師及 27 位臨床研究生。平均
每年的就診病例數達 22,000-28,000 例。獸醫系五年級、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及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的學生在各級教師與資深獸醫師的指導下，接
受嚴謹的臨床及病理訓練。本校附設動物醫院亦接受國、內外學校獸醫學生及
欲進入獸醫專業領域學生的校外實習與見習。
附設動物醫院旨在：
(一)提供獸醫學系、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及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的師
生臨床教學、實習及研究場所。
(二)提供動物診療、保健服務。
(三)促進動物醫學及比較醫學之研究與發展。
(四)培育及訓練動物疾病診療人員。

(二)總體目標
本校附設動物醫院為國內第一所獸醫教學醫院，旨在為本校獸醫教育提供良好
的實習場所，一直以來與獸醫專業學院(前身為獸醫學系)之臨床課程緊密結
合，使學生得以印證課堂知識，獲得專業的技能。同時為使實習教育更加豐沛，
多年來努力強化醫院的各項機能，包括藉由醫務人員素質的提升、醫療業務的
拓展、診療設備的更新與強化、診療工作環境的改善、住院獸醫師及專科獸醫
師制度的建立與強化及跨院際的研究合作，以提供社會大眾優質的動物醫療與
保健服務，並營造附設動物醫院成為一個符合國際水準的理想獸醫臨床教學、
實習、研究及專科獸醫師養成的多功能教學動物醫院。

二、現況說明
(一)教學方面
1.大學部學生實習及研究生訓練
附設動物醫院除提供社會大眾所需的動物醫療、保健服務外，也藉由醫療、
保健業務的推動，擔負訓練未來臨床獸醫師的教學任務。每年有本校獸醫專
業學院大學部四、五年級的同學約 120-130 位，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約 30 位及獸醫學系博士班研究生約 5-10 位，在附設動物醫院接受包
括小動物內外科、麻醉、影像診斷、檢驗、住院、藥劑、大動物及經濟動物
等臨床診療專業知識、技術及研究的訓練。以日常就診或出診之診治動物為
對象，由專、兼任醫師藉由診療過程，讓四、五年級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實
際參與，讓課堂教授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得以印證，再配合規劃良好的一系列
實習課程，以達最佳的臨床訓練。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分子暨比較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及獸醫學研究所之臨床碩、博士研究生，除接受住院醫師或進一
步的專科醫師訓練外，尚需選擇個人有興趣的研究課題，在指導教授的指導
下，進行各類相關的研究工作。附設動物醫院並不定期的舉辦臨床獸醫師的
繼續教育課程，以培養更多的通識及專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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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醫師及專科醫師訓練
除臨床研究生的訓練制度外，另有學士後實習獸醫師(Intern)訓練，附設動物
醫院另訂有嚴謹的專科醫師訓練制度，每年提供內、外科各 3 個全職住院醫
師名額，供校、內外的優秀獸醫學系畢業生申請，期限 3 年。完成 3 年的住
院醫師訓練，並完成至少一篇病例報告及一篇研究報告者，發給獸醫學研究
所暨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住院獸醫師訓練合格證明書，以訓練優秀的臨床獸
醫專業人員。在進一步的專科獸醫師訓練上，隨著時代之變遷與獸醫學專業
技術之提升，一般全科醫師已不足以提供臨床獸醫師的執業工作所需。因
此，為因應此種情勢，根據各醫師之研究興趣與專長領域，鼓勵發展個別專
長，陸續開設內科各類疾病特別門診，已逐步建立專科與次專科制度，如眼
科、消化道外科及泌尿道外科門診、腫瘤、神經外科、齒科專門門診等。在
臨床教師及醫師同仁努力下建立了不錯的口碑，門診專科化已然成形。
3.國內及國際學生校外實習訓練
本校附設動物醫院由於規模、設備及訓練制度均優於國內其他學校的實習動
物醫院，長久以來一直是國內其他學校獸醫學系學生嚮往的校外實習場所，
平均每年寒暑假均有 10-15 位校外生申請來院實習。此外，近年來附設動物
醫院在獸醫臨床教學上之聲譽更已遠播至國外，每年均有約 10 位來自美國、
澳洲、德國、韓國、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的學生，申請來院進行短期的校外
見習或實習。
4.與公務部門建教合作擴增教育資源
建立與臺北市立動物園、農業科學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農委會家畜衛
生試驗所、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各分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各縣市家畜
疾病或動物保護等機構之建教合作，提供合作單位相關醫療服務，醫療過程
可增加大動物及野生動物醫生之臨床經驗，該單位並可提供臺大學生校外見
習，了解獸醫相關產業之業務現況。

(二)研究方面
1.獸醫專業學院教師兼任附設動物醫院醫師之研究
由於附設動物醫院受限於醫師研究人員的數量，因此獸醫專業學院教師兼任
本院醫師及其指導之研究生之研究，為本院研究之主力。
2.跨系院及校外合作活動
本院與中央警察大學、臺北市立動物園及本校生機系教師均有多項合作計畫。
3.產官學合作
除了申請科技部、防檢局與臺北市動保處等單位計畫經費外，亦與多家民間
企業及民間團體簽訂技術合作或共同研究計畫。
4.中獸醫及其他臨床研究
目前已完成中獸醫針灸認證，中藥認證中、中獸醫食物治療認證中，取得專
業資格為服務品質把關，並為未來中獸醫臨床研究奠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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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化方面
1.每年均有約 10 位來自美國、澳洲、德國、韓國、馬來西亞、大陸等不同國家
的學生，申請來本校附設動物醫院進行短期的校外見習或實習。
2.外賓參觀與交流。
3.每年都有將近 200 人次，來自於國內相關機構以及大陸、香港、日本、韓國、
馬來西亞、沙烏地阿拉伯及英國的學者及學生參觀與交流。
4.國外受訓考察及參與國際會議：因現階段編列出國考察及受訓之預算不易，因
此鼓勵同仁向相關機構申請參加國外受訓考察及參與國際會議之經費。

(四)核心價值
1.培養具有國際觀及科學家研究精神的獸醫師。
2.發揮團隊醫療以提升臨床服務。
3.創新研發醫療新科技以增進動物福祉。

(五)亮點論述
1.小動物臨床神經學與高階影像診斷學。
2.小動物臨床腫瘤學與癌症治療。
3.中獸醫及獸醫針灸學。
4.小動物行為醫學。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Benchmark(標竿)單位：臺大醫院。
(二)發展計畫目標
1.教學方面
因應國際學術水準之發展、教學品質之提升及社會潮流之變遷，以及臺大位
居國內大學之領導地位，在獸醫專業學院與動物醫院之大力支持下，自 98
年起，附設動物醫院匯集相關師資(含醫院兼任醫師)及國內相關醫師，合力
開設以下次領域課程(即 ABCD 課程)，這些課程俱為國內獸醫教學之首創，
大大地拓展了教學視野，也期望以領頭羊身分帶領國內獸醫學界邁入更新之
里程碑：
(1)中獸醫及獸醫針灸學(Acupuncture)。
(2)小動物行為(Behavior)醫學。
(3)小動物臨床腫瘤學與癌症治療(Cancer therapy)。
(4)小動物臨床神經學與高階影像診斷學(Diagnostic imaging)。
這些課程均配合實習操作，充分提升了教學品質，也為未來的獸醫學發展注
入了活水。
2.研究方面
(1)癌症醫學(放射治療、基因療法)。
(2)中西獸醫整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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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銀髮族動物醫療(居家護理)。
(4)配合獸醫專業學院臨床研究。
(5)加強跨院系所相關領域合作。
(6)成立獸醫師繼續教育中心。
3.國際化方面
(1)加強區域國際化合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泰國等國家獸醫學院雙邊交流合作。
(2)加強與歐美獸醫學院教學醫院交流與合作。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教學方面
為因應獸醫師法的修法及世界臨床獸醫學的發展潮流，應強化及推廣現行之住
院獸醫師訓練制度及專科獸醫師訓練制度，以提升國內獸醫師的素質。
1.配合本校附設動物醫院醫療業務的拓展及住院醫師和專科醫師訓練制度的推
動，修訂組織規程，增設腫瘤科以及各科住院醫師、總醫師等正式職稱。影
像診斷科增設專職影像診斷科醫師，使影像診斷中心功能更趨完整，大幅度
提升本院的疾病診斷能力、醫療品質及臨床教學、實習及研究功能。
2.與國內其他擁有獸醫學系的大學分享資源，協助他校改善大學部臨床教學及
住院醫師訓練制度。
3.於國內現有的 4 所擁有獸醫學系的大學間，推動合乎世界水準之一致化小動
物內、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制度，以提升國內整體的獸醫診療品質。
4.提供開業同業專科醫療轉診或轉檢服務，以增加臨床教學的深入性和學生的
實習機會，以及強化專科醫師的訓練。
5.成立以推動臨床訓練、臨床研究及繼續教育為目標的內、外科專科獸醫學會，
持續推動及提升國內獸醫專科訓練與專科服務制度。
6.加強與亞洲及歐、美各地獸醫教學機構之學者及學生交流，包括訪問、實習、
講學、研究，以及設置獎學金等建教合作工作。

(二)研究方面
1.癌症醫學(放射治療、基因療法)。
2.中西獸醫整合之研究。
3.銀髮族動物醫療(居家護理)。
4.配合獸醫專業學院臨床研究。
5.加強跨院系所相關領域合作。
6.成立獸醫師繼續教育中心。

(三)國際化方面
1.加強區域國際化合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泰國等國家獸醫學院雙邊交流合作。
2.加強與歐美獸醫學院教學醫院之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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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進用及激勵制度之建立
沒有合理的薪資及激勵制度，就沒有競爭力，因此，為奠定動物醫院的百年大
計，除了增加網羅優秀醫療人才外，積極建立一套合理的激勵制度，乃是積極
發展刻不容緩的重要方式。

五、預期效益
在未來的 5 年中，於現有的基礎上，藉由上述各項發展策略的推動，預期將可
達到下列諸效益：
(一)藉由臨床師資的增聘及住院獸醫師和專科獸醫師制度的強化，使附設動物醫院
醫務人員的素質得以大幅提升。
(二)藉由積極協助國內其他 3 所擁有獸醫學系大學推動一致化之小動物內、外科住
院醫師訓練制度，使國內整體獸醫診療品質得以同步提升。
(三)以內、外科及中、西醫合併方式推動腫瘤及神經等專科醫療服務，強化非犬貓
寵物、大動物(特別是馬)、經濟動物及野生動物出診和群體醫療服務，推動飼
主教育課程及講座，使附設動物醫院的醫療業務更趨多元化、精緻化，而醫療
服務品質也更優質化。
(四)完成內視鏡系統之採購，提升微創醫療能力。
(五)建立及強化與獸醫專業學院各研究所及與臺大癌症中心醫院、中研院基因體中
心的跨院際研究合作，大幅提升本校附設動物醫院的研究能量。
上述各項預期效益的實現，將營造本校附設動物醫院成為一個具備提供社會大
眾優質醫療、保健服務且符合國際水準的理想獸醫臨床教學、實習、研究及專科獸
醫師養成的多功能教學動物醫院。

六、考評
(一)量化評估指標(指標值分年預估表)
時 間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教學滿意度調查

70%

75%

80%

85%

90%

95%

校外及國際實習學生數

25

30

35

40

45

50

SCI 論文

10

13

15

18

21

24

學生論文及非 SCI 期刊

15

18

21

24

27

30

產學合作案

6

12

15

18

21

24

項 目
教學方面

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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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項 目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21

30

國際化方面
參加會議、舉辦國際會
議、成立國際繼續教育中
15
心、增加國際見習及實習

18

24

27

學生(人次)

(二)質化評估指標
1.醫療、保健服務品質：創造優質醫療環境，提升教學與服務滿意度。
2.符合國際水準的理想獸醫臨床教學、實習教學動物醫院：可藉由獸醫學系五
年級學生對診療實習的課程評鑑滿意度作為臨床教學、實習品質提升的考評
依據。藉由申請來本校附設動物醫院進行校外見習及實習國際學生數的統計
作為符合國際水準的考評依據。
3.兼具研發的多功能教學動物醫院：可藉由研究計畫數量、SCI 期刊論文數量
及產學合作案和專利獲得數量作為研發動能提升的考評依據。

陸、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農業試驗場(以下簡稱農場)是提供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簡稱生農學院)師生教
學、實習、研究的場地，達成支援生農學院相關教學實習、試驗研究、示範經營及
推廣教育之總體目標。
長期以來，農場已成為生農學院各系所主要田間實習場地，具有相當完備的田
間與畜產設施，協助師生進行教學實習課程及試驗研究計畫，並配合院系任務朝向
永續經營發展之示範農場努力，積極發揮農場環境特色，提供豐富的綠地空間，推
動環境生態農業教育。各項支援教學目標在於培育從事農學研究、教學與推廣、以
及農業經營之人才；研究方向兼顧傳統技術與新興生物技術；並改良作物之品種、
生產、管理與利用，以及訓練學生作物栽培管理、食品加工、動物飼養等實際經驗
及培養學生從事試驗研究之能力，期提升國民生活水準與品質。
21 世紀是生物資源和生物科技的時代，由於臺灣生物資源的多樣性及豐富
性，生農學院積極規劃各項教研計畫，期使臺灣大學在此領域占有先機與領導地
位，對於教學及研究資源之爭取，更能發揮具體有效之功能。因此，農場未來的發
展，將結合各系所朝向農業科技的櫥窗邁進，由傳統農學領域擴展至生物資源產
業、生物技術、生態保育、休閒產業等層面，除了秉持傳統農業研究外，將持續加
強生物科技產業、休閒產業、生態保育及生物多樣性等重要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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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說明
(一)組織
農場係由農藝、園藝、畜牧、及農業工程 4 個分場，於 46 年秋合併改組而成，
現設有農場管理、農藝、園藝、畜牧、森林、植物病蟲害、農業化學及農業工
程等 8 組及會計室；在農場管理組之下設總務及技術兩股。目前場長由園藝暨
景觀學系張育森教授兼任，各組組長分由有關學系教授兼任。專任職員編制員
額 23 人(實際為 21 人)，技工、工友 10 人及外包人員 27 人。農場雖然分為 8
組，但實際參與經營作業的只有農場管理組、農藝組、園藝組及畜牧組 4 組。

(二)位置
農場場本部及農藝組位於校總區之東南隅的臺北市基隆路 4 段，面積 5.77 公
頃；園藝組位於蟾蜍山下之芳蘭路 51 號，面積約 3.2 公頃；畜牧區則位於基
隆路 3 段與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同址，面積 2.25 公頃；另在新北市新店區安坑
地區設有安康分場，面積 19.1 公頃。全場總面積共約 30 公頃。

(三)課程
生農學院開設「現代農業體驗」及「田園生活體驗」，提供全校學生選修，主要
於農場實習，此二課程計分成有：糧食作物組、花卉組、蔬菜組、禽畜飼養組、
農用設施組、作物繁殖組、食品加工組、作物標本園組、農業機械組、產銷組、
林業組、高冷地園藝組、農場經營組、生物環境工程組等 14 組。
另支援各系所教學實習課程，在農場場本部及安康分場進行實習或由農場提供
實習材料。例如農藝系作物學實習、咖啡學、稻作學、香料植物學、雜草管理
實習、作物學各論、農藝研究所之作物育種學研究法及作物學研究法、農機系
農機實習、園藝系之園藝技術實習、動科系「牧場實習(家禽、豬、牛) 」
、
「乳
品加工學實習」
、
「肉品加工學實習」
、獸醫系「大動物外科手術實習」
、文化大
學「動科系豬學實習」等。

(四)提供試驗研究
歷年來，農場農藝場區、園藝場區、畜牧場區及安康場區提供生農院師生進行
各類試驗研究，專題研究及實習計畫，農場均竭盡所能充分支援，並提供各項
資源協助配合，在農場進行的試驗研究計畫每年約 80 餘項之多。位於舟山路
旁之作物標本園，栽植約百餘種類作物標本，包括農藝作物、園藝作物及藥用
植物等，充分提供作物之活標本，供教學試驗之取材。農藝場區試驗田規劃為
三大類，計旱田 18 區、水田 8 區、畸零地 4 區合計共 30 區，亦全部供各系試
驗研究用。

(五)園藝場區
包括生態教育園區、觀賞植物標本園、種原保存區與蔬果生態教育園區。生態
解說教育為園藝組之發展重點，提供展示園藝作物予學生及社會大眾之環境教
育場所，並期望調合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育之工作。園藝組之設施包括園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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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室、辦公室、扦插床、展示蔭棚、農機停放棚、農資材儲放室與實習加工場。
100 年度建設完成試驗研究區之園藝溫室，總面積 2,059 平方公尺，分為 9 間，
其中 4 間設置移動式栽培床架，1 間為土耕型，1 間可作黑暗處理，1 間設置
中央控制電腦、發電機與純水製造機。

(六)畜牧分場
以教學研究為主軸，提供教學研究場地和各研究單位試驗研究材料；並設置有
實習加工廠，除提供教學研究外，也生產乳、肉製品在校園販售，以達到自給
自足的目的。目前飼養規模包括乳牛約 48 頭、山羊約 88 頭、豬約 80 頭。牛
乳平均每日產量約 400 公斤、羊乳平均每日約產 64 公斤，除飼養乳牛、李宋
系迷你豬、雞、羊等動物外，也提供各項試驗研究動物或其血液、精液、種蛋
及乳汁，作為畜牧、獸醫、醫學及生命科學之試驗研究。安康分場面積最廣，
種植水稻及牧草，已經完成了平地景觀造林計畫、山邊溝生態工法整治工程以
及建構了生態水池，設立水生植物園，自然生物資源非常豐富，充分達到支援
試驗研究的功能。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加強支援教學、試驗研究、推廣教育與社會服務，作為臺大各相關系所師生試
驗研究發展之實驗場所，領導推動生態資源保育，維護生物多樣性，提供本校
師生及社會大眾一個實質環境科學教育之場所，以提升環保意識，普及生態教
育。成為永續經營發展模式之示範農場，配合推動生物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
教學與研究目標。
(二)建構「低碳樂活家園」試驗、教育與示範園區：依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政府
將致力於 109 年完成北、中、南、東 4 個低碳生活圈，139 年全面邁向低碳社
會的「低碳樂活家園」。因此農場將綠房子空間活化，展示植栽美化與淨化室
內空氣、綠能建材、再生能源、廚房菜園等，搭配已通過的環境教育解說場域，
建構「低碳樂活家園」試驗、教育與示範園區，作為本校師生相關試驗研究之
實驗場所及社會大眾「低碳樂活家園」教育之場所。
(三)農藝場區加強環境改造轉型為生態環境教育園區。農藝分場已於 102 年取得行
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積極落實辦理環境教育推廣，優化環境教
育方案，強化場域導覽解說設施。美化場區環境，維護生物多樣特性，透過環
境教育方案，提供一處優質的環境教育場所，推動生物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
教學研究與推廣，以提升全民環保意識，普及環境教育。
(四)設置「有機農業」及「原住民永續農業」試驗、教育與示範田區：有機農業涵
蓋優質、安全、休閒、生態農業四大領域，具有生產、生活及生態之特性，為
三生一體之產業，在國人生活品質日益提高，追求健康的消費及重視環境保護
下，強調優質安全的有機農產品，將會蓬勃的發展。因此農場規劃設置有機糧
食作物區、有機青香藥草區、有機蔬菜區、有機果樹區、有機特用作物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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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永續農業區，供本校師生相關試驗研究之實驗場所，農民及社會大眾教育
推廣。
(五)加強園藝場區的基礎設施施作，包括排水、水電設備、試驗作物安全防護及門
禁設施。完成全區教學設施主題區之建設，包括療癒花園、造園奧林匹亞競賽
操作區、有機園藝區、種原保存室、生態池等，以及各分區之利用，使之發揮
最大功用。美化現有環境，改善老舊及損壞之設施，包括教學教室與辦公室屋
頂及牆壁之防水工程，加工實習區、教室座椅、教學農機具與儀器之汰舊換新。
(六)園藝場區根據生態教育場域標準，改善場區設施，期能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建立「樂活園藝中心」，推動益康園藝、樂活養生、療癒輔助治療等課程及活
動。持續推動蔬果生態體驗園，規劃創新活動內容，推廣教育擴及學童、里民、
企業、社區等，並研發及合作開發加工新產品。
(七)畜牧分場未來以永續經營、自給自足、兼顧動物福祉、成為示範經營牧場為目
標，為逐步達成目標，未來 5 年牧場將積極進行以下事項：
1.改善牧場教學研究設施：為提供師生更好的教學研究環境，動科系近年來爭
取經費，陸續完成新建羊舍(本組亦提撥經費合作)、實驗家禽舍及實驗豬舍。
唯目前牛舍(雖已於 101 年部分改善計畫)十分老舊，動線不佳，亟待整建。
礙於預算龐大，擬與動科系合作，向農委會等單位爭取經費補助，逐步改善
軟、硬體設施，提升學生實習課程品質。
2.污水整治：污水排放管納入臺北市水工處污水系統。目前牛舍、部分羊舍及
部分豬舍因改善工程經費龐大，仍未能做到雨水及污水分離的要求，為了能
永續經營，急需爭取經費改善。
3.積極改善動物管理：整合動物營養、飼養管理、動物健康、成本管理，有系
統建立一套動物管理模式，兼顧動物健康，動物福祉及環境健康。
4.牛群、羊群改善計畫：積極提升乳牛和乳羊產乳性能，降低飼養成本，未來
並將引進肉羊，降低羊舍成本。5.研發新產品：開發具有特色的產品，增加
產品多樣化，有助提升示範經營績效。
(八)安康分場轉型朝向自然永續生態及教育休閒農業之走向發展，95 年獲得農委會
支持「休閒農場輔導暨主題營造與經營示範計畫」，於安康農場基地，規劃、
營造一結合教學、研究、推廣、觀摩和生態之休閒農場，除繼續提供學術試驗
研究外，將兼顧休閒化、教學化、景觀美化及生態保育等之發展，轉型為生態
農場，使安康分場能成為永續經營的生態教育與休閒農業園區。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SWOT 分析
1.優勢
(1)本校農業試驗場歷史悠久，有生農學院系所為後盾，領域豐富完整人力素
質優良，可科協同合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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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位置條件優良，位於大臺北都會公館地區，交通便利，都會區中稀有
之生物資源與農學實習及試驗研究場地。
(3)農場為附設獨立之機構，組織健全，有專立之會計與人事，統籌之管理單
位，更涵括農藝、園藝、畜牧等生農領域。
(4)農場同仁素質佳，擁有博士、碩士學位之專精人力，可支援教學實習與試
驗研究。
(5)資源豐富，30 公頃的土地及具有相當完備的田間與畜產設施。
(6)擁有臺北市唯一取得「畜牧場登記證」之畜牧園區。
(7)農場環境優美生態豐富已成為臺北市最受歡迎遊憩景點之一。
2.弱勢
(1)學校資源困難，除正式職員人事費補助外，學校甚少給予經費，農場需自
負盈虧。
(2)農場除支援教學實習、試驗研究外，需自行負擔營運費用，示範經營負擔
沉重，經營條件受限。
(3)人力不足，技工工友目前為遇缺不補，外包人力受相關法令限制，難以擴
大規模。
(4)沒有研究人力編制，獨立執行試驗研究能力不足。
(5)農場與系所教師之間互動不夠密切，欠缺整合性研究。
(6)建物、乳牛場畜舍、設施老舊，均有待改善，維護更新困難。
(7)牧場必須全年飼養動物，教學研究支出負擔沈重。
3.機會
(1)本次 5 年中程計畫，藉機檢視農場未來發展，同步提升相關效能。
(2)生農學院強力支持農場提升各項計畫。
(3)農業轉型受到各界重視，生態保護、環境教育、休閒產業各項規劃，受各
方的支持。
(4)農場自有基金充足，可支持各項中長程計畫。
(5)生農學院教研領域涵蓋面廣，農場地點優，與教師合作計畫面向寬廣。
(6)自有產品口碑佳，並有自行開發新產品的研發生產能力，有助提升示範營
運績效。
4.威脅
(1)臺大校園空間改造迅速，校內相關規劃常常要徵用農場土地。
(2)一般農學研究由田間轉向實驗室，土地利用型試驗減少，各項設施配備相
對老舊。
(3)校方擬減少正式職員人事費補助款，各項原物料營運成本費用持續增加。
(4)農場對外開放增加環境維護成本與安全負擔。
(5)環保意識抬頭，畜牧場將面臨近鄰環境對臭味之抗議。
(6)動物飼養飼料、草料價格不斷攀升，飼養成本大增，不利牧場維持，且優
質工人不易覓得。
(7)臺灣北部地區農業功能角色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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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程發展策略
未來 5 年，農場將善用優勢和掌握機會，充分凸顯農場在教學研究上的重要
性，並期能扭轉劣勢和減少威脅，例如開放農場空間，改善農場相關設施，及
牧場環境設施，以省工、自動化為主，減少人事支出，並提供學生現代化且安
全的實習場所；鼓勵同仁積極參與研究計畫；改善廢水處理設施如雨、污水分
離工程，減少畜舍及周邊環境之臭味。示範經營方面，則探討如何提升經濟動
物產能、撙節成本、研發新產品等，以提升營運績效。
1.加強現有農地場圃之規劃利用，美化場區環境，配合農業科技之進步，適時
更新設備改善設施，提升支援教學研究之能力與效率。
2.爭取學校寬列補助農試場人事及業務費用，放寬人員進用限制，利於相關規
劃之落實，並能充分支持農場各項支援教學試驗研究計畫，維持農場業務正
常運轉及適切的提升發展。
3.鼓勵員工進修提升專業能力，建立農場與生農學院各系所交流合作機制，並
尋求外部諮詢專家，合作進行相關專案研究計畫，藉著人力職能提升與全方
位合作計畫建置執行，必能提升農場各組經營效能。
4.永續規劃利用農場豐富的資源，提高場地設施使用效率，落實場地設施管理
機制，對於申請使用農場土地或其他資源者收取費用，以使用者付費原則，
以達公平、永續經營之目標。
5.強化支援試驗研究所需之作物、禽畜等試驗材料，並提供必要之人力、物力
支援，落實各項設備、設施、機具之管理，完備各項材料、人力等資源。
6.持續進行生態綠美化計畫，逐步營造成為一座多效用之生態教育農場，提供
全校師生共享之生活教育園區，充分發揮農場土地在都會區服務社會大眾之
功能，紓解臺北市空間缺乏自然生態設施之現象。
7.活用農場內現有老舊房舍空間，整建做為文化創意之「農場意象主題館」
，結
合稻米之父磯永吉教授在臺大農場研發蓬萊米等文史典故展廳「磯小屋」，
強化農場傳承及存在的歷史任務，透過修繕將原有工人休息室及農機具準備
室等舊有空間後，活化利用做為農場意象主題館，配合環境教育推廣之外，
辦理常態性展覽及相關古農機具的特展等方式，結合農場特色以文創方式，
活化舊有的辦公家具及現有空間，營造農場在地的特殊紋理，展現農場生生
不息之新風貌。
8.規劃作物標本園解說動線，強化作物標本園服務功能，配合動線再造及規劃，
設立自導式解說看板硬體設備，建置「環境教育推廣小棧」，增加作物標本
種類，豐富展示內容。持續民俗及藥用作物標本收集，改善步道系統，提供
並貼近臺大師生認識農場及農業之機會，朝向農業教育園區發展。
9.整建「示範教學農舍」
，調和戶外空間，除農舍現有花草植物外，增設以香草
及民族植物為題之庭園風格展示；完備示範教學農舍之經營管理，規劃新的
環境教育方案及解說主題，凸顯新時代的農村建築風貌。
10.推廣食農教育，除響應國家政策之外，以落實食物哩程及在地、低碳飲食等
觀念。推展臺大農場 Fun 活動，
「春耕秋收」水稻插秧、收割體驗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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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農業及生態志工訓練，儲備解說種子教師之人力，豐富志工解說內涵及
深度，增進導覽解說推廣之資源。
11.承攬學校各項大型綠美化、維護管理等計畫，如瑠公水源池維護管理計畫、
校園內樹枝落葉回收再利用計畫，以及各系所空地綠美化工作，強化農場農
路改善及環境維護綠美化。並進行農機具室、簡易溫室修繕與整理，農場全
園土壤改良及灌溉系統及灌排水溝之整理。
12.配合農場 90 周年場慶，開辦「永續農業學術論壇」
，邀請國內各大學附設農、
林、牧業場等試驗機構，透過論文發表的公開研討方式，分享各大學附設農
業試驗場所在農業試驗研究、支援農學教學實習、農業示範經營與推廣教育
的成果，以建立大學附設農業試驗場所的經驗交流平台。
13.編纂以民俗特用作物、糧食作物為主題之「臺大農場環境教育導覽手冊」，
並編印「臺大農場風情筆記書」，將提供各農業學術團體、國內各大專院校
圖書館及學術交流與參訪人士參閱與收藏，以利農場推廣教育宣傳，彰顯農
場對國內農業永續發展的價值與貢獻。
14.借由醫工大樓興建計畫，積極爭取相關經費挹注來改善更新老舊教學設施設
備，以提升教學品質、充實教學內涵。
15.樂活園藝及園藝治療活動為未來重要發展趨勢，將結合有機園藝、園藝 DIY
及各病友團體和社會大眾，規劃一系列相關課程，依銀髮族、上班族、菜籃族、
學生團體等不同需求，搭配新建場區設施設計樂活園藝之教案及活動課程。
16.園藝分場環境教育解說場域認證規劃及申請。為配合「環境教育法」全民環
境解說教育時數規定，積極申請場域認證，並規劃執行環境教育解說教育團
隊之教學活動。
17.新建設施規劃造園奧林匹亞競賽區，將可接待造園丙組技術士實作測驗及認
證課程，更可做為國際競賽交流之場區及辦理相關景觀造園人員訓練活動。
18.辦理蔬果生態體驗園教育推廣活動，並增加 CAS 優良農產品、有機農產品
認證推廣教育等內容，開發、建立及執行套裝園藝課程。
19.園藝分場確實發揮場區之建教實習功能及支援研究試驗之效益，儀器設備及
設施之汰舊換新與增置，以提升教學、研究與推廣之水準。多元化利用教學
設施，達到社會教育、推廣教育之功能。
20.園藝分場爭取基金會、農委會與校方補助，完成教學主題區之基礎建設。舉
辦教育訓練，培訓志工與種子教師，完成大型團隊推廣活動。.尋求多元合作
單位，如企業、教育推廣基金會等，期增加異業結盟之產出能力。
21.園藝組強化教學，培育從事園藝科學研究、教學與推廣，以及園藝事業經營
之人才；研究方向兼顧傳統技術與新興生物技術；並改良園藝作物之品種、
生產、管理與利用，期提升國民生活水準與品質。
22.改善牧場教學研究設施：(1)乳牛場整建：以自動化省工為主，重新規劃動
線；運動場採土質地面或墊料式地面；牛舍屋頂挑高，通風且自動灑水降溫，
並設有牛床，地面採條狀糞溝或自動刮糞系統。(2)擠乳室改建工程及自動擠
乳室機械設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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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積極改善動物管理：牧場同仁定期上課提升素質，建立飼養相關資料及報
表，並與各研究單位保持密切交流合作，有系統建立一套動物管理模式。
24.牛群、羊群改善計畫
(1)牛群改善計畫
A.引進優質乳牛後代(小女牛)，增加後備替補女牛群數量。
B.淘汰效能不良母牛。
C.檢討飼養管理制度，技術精益求精。
(2)羊群改善計畫
A.逐步淘汰泌乳遺傳性能不良母羊，選留較佳之母羊。
B.逐步實施分離餵飼，依照泌乳性能分群餵飼，給予高產母羊較佳營養，
中低產母羊次之。
C.引進不同遺傳背景且高性能泌乳品種之種公畜，改良場內畜群之遺傳，
避免近親。
25.研發新產品：多吸收相關資訊，朝向機能性特色產品發展。
26.農場產品創新加值計畫
(1)推動農場創新加值研習：從生農學院在校生中徵召有潛力、有能力、有熱
情的學生，以學生組織搭配輔導教師的方式進行，參與農場超市(或商店
街)與粉絲專頁網站經營、杜鵑花節活動、舉辦農場定期活動/對外公關活
動、品牌及產品設計校內比稿大賽等。學生在提升農場品牌價值的同時，
也獲得對產品創新加值操作與活動執行的實戰經驗，並更認識農場與其自
產農產品。
(2)擬訂農場自產產品「優質農業操作或農業產品生產規範」，輔導優質農企
業或創業青年(生農學院畢業生)，共創品牌，擴大行銷，並提供生農學院
學生在學期間至該農企業實務見習機會。
27.農場將積極與生農學院各系合作，向農委會、環保署、原民會增取相關計畫
來進行與推動下述計畫：建構「低碳樂活家園」試驗；教育與示範園區：辦
理植「栽美化與淨化室內空氣」研習會與觀摩、開辦「樂活園藝」及「園藝
治療」活動與研習、籌辦「國際綠能建材」研習會與觀摩、舉辦「低碳樂活
家園」研習或導覽。
28.設置「有機農業」及「原住民永續農業」試驗、教育與示範田區：規劃有機
糧食作物區、有機青香藥草區、有機蔬菜區、有機果樹區、有機特用作物區，
以及原住民永續農業區 。
29.產品創新加值計畫：推動農場創新加值研習坊，擬訂優質安全良質米生產技
術、優質安全香粧品生產技術、優質安全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優質安全麵
食加工生產技術，以及優質安全冷飲冰品生產技術。

五、預期效益
(一)因應外部社會環境之需要，充分利用農試場設備空間及人力資源，配合生農學
院之整體規劃，推動相當幅度的業務調整，強化教學實習、試驗研究之支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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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各種資源管理效能，以維持農場組織使命的順利運作，並符合整體社經發
展趨勢之需求與期待。
(二)農場取得環境教育法規範的「環境設施場所」認證，除了提升農場支援教學
實習及試驗研究服務品質的水準外，更以開放豐富的教學研究資源，提供農
場戶外空間與生態環境，能成功轉型提供推展自然社教公益之所需。
(三)由原本的大學實驗農田，積極朝生態教育方向發展，結合推廣服務與示範經營，
分年更新及增置各種設備設施，改善田間與畜產設施，提供學校師生簡捷方便
的研究實習場地，更可作為社會大眾體驗自然生態、戶外休閒遊憩和生態資源
場所，再透過現代農業科技成果的展示及農業導覽與教導的環境教育，提升國
民的生活品質，此農場創新經營服務可視為教學、研究與服務雙贏的契機。
(四)持續改善牛、羊泌乳產能，降低飼養成本、提供醫學院及生命科學相關單位之
試驗動物及血液、精液、乳汁等材料。
(五)藉由農場擴展服務內容，由傳統農學擴展至生物資源產業、生物技術、生態保
育、休閒產業等層面，加強傳統農業研究外，增加生物科技產業、休閒產業、
生態保育及生物多樣性研究等重要方向，將農場的社會服務觸角，延伸至校外
的農業推廣教育領域中。
(六)農場整體形象提升，藉由推廣教育與社會服務，開放農場空間提供師生及社會大
眾一個實質環境科學教育之場所。在舟山路劃為校內道路後，農場已成為校總
區中心地域一，更是為臺北市民最佳休閒景點，為臺大做了最好的形象行銷。

六、考評
(一)就支援教學實習、試驗研究部分，訂定考核機制，每年考評，以檢討策略執行概
況、問題困難及解決方案，定期檢視修正各項執行方案，以確保達到最佳效益。
(二)在示範經營及推廣教育績效部分，責成各單位擬定年度工作計畫，於年度結束後，
召開專案會議檢討

柒、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以下簡稱山地農場)配合本校相關系所之
教學實習，提供山地農業及生態相關之實驗研究場地、設備與人力支援，並進行山
地農業之示範經營及生態保育觀念之環境教育推廣，以期成為亞熱帶山地農業永續
經營之示範推廣基地。

二、現況說明
(一)土地及人員概況
總面積約 1,092 公頃，海拔分布 900-2,700 公尺，分為多羅灣、春陽分場及梅
峰場本部三區。專、兼任人員、技工工友與約用人員合計 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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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營收
依據 105 年決算報表，截至 105 年底，基金規模為 23,644,808.82 元，資產總
額為 227,492,427 元。

(三)教學研究與示範推廣
1.配合校內外學生實習，105 年人數為 2,872 人日次，所提供成本約 1,036 萬元。
2.辦理梅峰山中講座、各式講習、研討會及推廣活動，交流並宣導技術新知。
3.辦理「自然生態體驗營」環境教育推廣課程，進行戶外實地參觀教學，兼收
生態教育與遊憩之功效。105 年計 25,226 人次。
4.自行研究或與其他學術機關合作，進行試驗研究計畫。105 年之各類研究共
24 案，並發表各項研究報告及出版自然教育解說手冊。
5.進行溫帶農業、農產加工、育苗等示範經營，105 年營收 35,925,598 元。
6.教學方面：支援相關實習課程及訓練以增加學生實務經驗一直是教學研究評
鑑上的要求重點。本場長期以來作為生農學院園藝系學生及校內外相關科系
學生之重要實習場地，除每年接納校內外學生實習逾 2,000 人次，近 10 年來
更舉辦多項生態與農業教育營，為每年逾 14,000 人次提供深度生態與農業體
驗教育。爾後亦將持續以提升學生實習與教學之質量作為本場的核心價值。
7.研究方面：致力提升教學研究品質及為學校師生提供完善的試驗場域為山地
農場發展之另一重點。山地農場獨特的地理位置、氣候特徵及多樣性的環境
是進行中海拔試驗的最佳場域。每年於校內師生及校外研究單位於本場進行
之各項合作研究計畫約 20 餘項，近年來更陸續發表一葉蘭品種共 6 項。每
年持續學術性及推廣性著作發表二項以上。未來將持續提供新的研究發展方
向及成果，強化本校生農學院及園藝系的發展潛力與競爭力。
8.國際化方面：每年有數十名國外學者前來進行參訪調查等，並有長期合作研
究，如肯亞學者每年均有數月停留於農場中，進行鳥類調查。同時分享國外
研究資訊及心得，與泰國米之神基金會進行有機農法及堆肥製作之交流，增
長同仁見識與視野。
9.核心價值：特有中海拔山區生態環境、優質研究空間、環境教育推廣與實踐
場所、有機農業技術示範。
10.亮點論述：本校山地農場為世界上亞熱帶地區設備規模最完善的教學試驗農
場，為全球唯一之一葉蘭學術研發單位，亦設有亞熱帶地區種類最多之溫帶
果樹品種保存園。是本校可以在國際學術領域中，有別於其他名校之處。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一)Benchmark 單位
本校山地場地理位置及氣象條件獨特，角色及功能複雜多樣，世界上無其他類
似單位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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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計畫目標
1.教學方面：(全民農學院、新農學教育)
(1)增加來場實習課程與學生數，提供校內外相關科系學生實習場地。
(2)推廣教育：辦理講座課程，提供員工及鄰近機關團體知識研習機會。
(3)環境教育：辦理自然生態體驗營，以永續農業、生態保育、在地文化三大
主題發展課程。
2.研究方面：提升研究質量，增加以農場為研究基地之研究案數與發表論文數。
3.國際化方面：提升農場國際化程度，鼓勵國外研究人員或交換學生以本場為
研究基地。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教學方面
1.積極與校內外相關科系合作，鼓勵開設實習課程，學生宿舍優先提供給實習課
程，並建立與鄰近國立仁愛高農實習合作機制，提供學生來場實習機會。
2.推動一般民眾之農學概念教育，藉由農事體驗營、農產品販售、出版品等方式，
傳達有機農業的種植方式理念，並結合時令與在地消費等概念，建立大眾正
確的農產品消費觀念及環境保護的理念，進而健全有機生產者的市場，也增
進國民農學教育與環境教育的深度。
3.推動有機農法於農民，藉由農場實地有機種植並銷售、舉辦工作坊或講座、出
版品等方式，建立農民對有機農法的信心，並落實於生產中，進而增加全國
有機生產量，提供人民更健康的選擇，也增加農民收益與自信。

(二)未來五年重點發展研究
1.優勢領域及具突破研究之團隊
(1) 擴大中海拔有機農業生產技術。
(2) 持續一葉蘭品種研發。
2.在地研究優勢(local advantage)
(1)建設山地農場成為適應亞熱帶地區中海拔氣候條件之果樹品種及栽培技術
研發中心。
(2)建設山地農場成為亞熱帶地區中海拔生態及氣象多樣性研究重心。
(3)建設山地農場成為推廣永續性生態生產與在地人文結合的示範研究單位。
3.全球急迫性需求之主題(emergent target)
(1)本校山地農場長期持續收集之氣象資料及作物物候資料為研究全球氣候變
遷對亞熱帶中海拔山區生態影響之最佳資訊來源，未來將持續資訊整合分
析。
(2)利用山地農場現有之生產體系建立亞熱帶地區作物生產之碳足跡及水足跡
最佳化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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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化方面
配合來賓及學員使用雙語導覽解說；提供外籍學生來場實習。

五、預期效益
(一)教學研究
成為國內大專院校於中海拔之重要試驗研究基地。

(二)有機農業示範經營
提升產品可信賴度、建立本校山地農場品牌形象與提高山地農場知名度、增加
基金收益。

(三)環境教育推廣
發展更多樣化之環境教育與生態體驗課程，增加來場人數、建立山地農場成為
臺灣中海拔環境教育重要基地之地位。

六、考評
(一)質化性
山地農場在永續農業示範經營及自然生態教育推廣之代表性與領先地位。

(二)量化性
1.實習學生人數於 107 年達到 2,900 人。
2.試驗研究計畫於 107 年達到 26 件。
3.推廣教育學員數於 107 年達到 25,500 人次。
4.農業示範經營營收於 107 年達到 3,6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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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研究中心
大學職責在於教學、研究與創新三大項，這三者構成所謂的知識三角，而研究的基礎
建設是這知識三角的中心，並與應用研究互相影響。一般研究基礎建設包括高層次之設施、
資源，以及相關之服務，以提供研究群進行尖端之研究、知識傳送、知識交流及智識保存。
當今研究基礎之建構，應包含各類研究群之成立，搭建創新推動平台，讓研究社群有腦力
激盪的機會，自由發揮，以利校園內跨領域研究之進行。因此，本校成立各種類型之校級
研究中心，以推動研究轉型，整合並強化具國際競爭力的領域，進而帶動學校整體研究發
展。截至 104 年 1 月，本校已成立 44 個校級研究中心，分述如下文。

教學

基礎建設

研究

創新

校級研究中心功能示意圖

壹、各中心概況
一、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本校為配合國家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的需要，並加強人口研究與教學，於 63
年成立「人口研究中心」，74 年在亞洲協會之經費資助下，成立「婦女研究室」，
推動兩性議題研究，88 年更名為「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是目前國內唯一專門從
事人口與性別研究之學術單位。中心採科技整合取向，積極推動人口與性別相關議
題之研究，促進人口與性別資訊之流通，並開設人口相關課程、設置人口學程與婦
女與性別研究學程，多年來推動與人口、性別研究有關的學術性活動，今後仍將繼
續執行下列計畫：
(一)持續舉辦學術演講與研討會，邀請人口及性別相關議題專家學者，就相關問題
進行發表、研討。
393

【參之二十五、校級研究中心】

(二)出版「人口學刊」、「女學學誌」、「婦研縱橫」及不定期之專刊，以刊登有關
人口及性別研究的報告或論文，「人口學刊」目前列為科技部 TSSCI 名單之一。
(三)推動與整合人口與性別之相關研究計畫。
(四)加強國際間聯絡，並邀請國外學者前來本校教授有關課程及從事短期訪問交流。
(五)加強人口及性別資料的收集，發揮對各界研究者之服務功能。

二、凝態科學研究中心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凝態中心)經行政院於 81 年 10 月核定成立，為本
校校級研究機構。中心的研究領域涵蓋物理、化學、電機、化工、材料及應用
等學門。目前已設立無機尖端材料、尖端薄膜異質結構與自旋電子、半導體物
理與奈米電子、有機分子材料、理論模擬與材料計算、電子顯微學、雷射光學、
表面奈米科學與奈米物理等 9 個研究組與實驗室。
凝態中心的成立宗旨在於建立一個跨領域及有前瞻性的研究中心，結合專業傑
出的研究人力與先進尖端的研究設備，建立跨院系、校際和國際間之密切合
作，從事基礎與應用科學領域的整合型研究及卓越科技人才培訓，以期加速提
升我國之科學及技術水準並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因此，凝態中心可以彌補本
校系、所、院在深根及跨領域學習研究環境的不足，整合校內研究人才進行尖
端研究，而可以在培養社會菁英、提升臺灣學術水準，及協助國家經濟發展、
解決人類永續發展的重大問題等方面發揮關鍵性角色。對於本校達成華人頂
尖、世界一流大學的總體目標有所助益。

(二)現況說明
凝態中心為跨領域及前瞻性的研究中心，並積極邀請優秀學者參與，整合高級
研究人力與設備，推動跨領域整合型研究，成為學術卓越、研究拔尖的世界級
研究中心。中心除極力發展研究能量之外，也加強與其他研究單位的合作、建
置尖端核心研究設備及其相關頂尖專業技術、提供專業諮詢、促進專家與使用
者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互動，以有效推動校內外與國際間跨領域的科技合作研
究。凝態中心著重於新興科技與尖端材料方面之研究，鼓勵中心研究群與工業
界實質上之連繫及合作研發。
1.跨領域整合型研究
(1)加強與國際一流研究機構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包括美國 Argonne 國家實
驗室、Rutgers University、Massachuset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美國空軍
研究遠東辦公室 AFRL；法國 CNRS-University of Paris 國家實驗室；瑞典
Linkoping University；印度 Indira Gandhi Ctr Atom Res.；日本京都大學
等)，提升研究品質，引進新穎研究技術。
(2)擴大國內交流，推動與校內外各相關系所及單位合作(合作對象除本校與
其他大學之外，更包括中央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等研究單位)，並提供實驗平台。利用凝態中心所建置的各類尖端核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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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結合國內各傑出研究團隊，大力提升研究水平。同時亦參與開創跨領
域及新穎實驗技術之教學課程，培育高科技人才，幫助提升國內工業水準
和轉型。
2.執行研究計畫，強化研究成果
中心所有成員均積極爭取各類研究計畫，並且配合國家之研究發展規劃，主
動與校內、外學者組成研究團隊，積極規劃由資深教授、研究員帶領年輕研
究員爭取大規模的整合型國家計畫。近 5 年執行之大型計畫如國家型奈米計
畫以及國科會尖端單晶材料實驗室，成果優異。主要研究方向包含新穎尖端
材料與微觀能譜顯微技術等兩大領域，近年並著重於新穎替代能源技術的開
發，符合社會之需求。由於各研究團隊的整合及合作，產生了質與量兼顧的
論文發表與適當的產學合作。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凝態中心在未來 5 年力求建立優質學術平台，培育頂尖科學人才，追求學術卓
越，邁向國際一流研究中心，協助本校於短時間內進入世界百大。
1.近程目標
(1)改善研究環境，提升中心實驗場所及設備品質，獎勵學術專利。
(2)加強人才培育，聘用專業技術人才，以從事基礎與應用科學領域的整合型
研究。
(3)積極辦理各項人才培育訓練活動，以培育卓越科技專門人才。
(4)持續增進研究能量，邀請優秀學者專家參與，推動跨領域整合型研究，並
加強與國際一流研究機構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
(5)透過結合專業傑出的研究人員與先進尖端的研究設備，建立跨院系、校際
和國際間之密切合作，期加速提升中心整體研究及技術水準。
2.中程目標
(1)建置尖端核心研究設備及其相關頂尖專業技術，提供專業諮詢，促進專家
與使用者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互動，以有效推動校內外與國際間跨領域的科
技合作研究。
(2)舉辦各類研討會、擴大國內交流，推動與校內外各相關系所及單位合作，
並提供實驗平台，並利用凝態中心所建置的各類尖端核心設施，結合國內
各傑出研究團隊，大力提升研究水平。
(3)加強增進與國際一流研究機構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提升研究品質，引進
新穎研究技術，為臺大進軍「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而努力。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1.近程及中程目標發展策略
(1)加速提升中心整體研究能量及技術水準，推動跨領域整合型研究。
(2)改善中心研究環境，加強與國際一流研究機構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
2.主要相關執行方式
(1)獎勵學術專利與加強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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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聘用專業技術人才。
(3)積極邀請優秀學者專家參與。
(4)提升中心實驗場所及設備品質。
(5)建立並加強與國際一流研究機構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

(五)預期效益
1.集中發展兩大研究能量(新穎尖端材料與微觀能譜顯微技術)，分別設置研究
組及實驗室。
2.建立跨院系、校際和國際間之密切合作，從事基礎與應用科學領域的整合型
研究及卓越科技人才培訓。
3.推動跨領域整合型研究，成為學術卓越、研究拔尖的世界級研究中心。
4.建立中心研究群與工業界實質上的聯繫及合作研發。

(六)考評
1.教師評鑑：依校方研究員評鑑辦法規定，每年依序執行研究員評鑑作業。
2.中心評鑑：依校方所訂定校級研究中心評鑑辦法，每 5 年定期舉辦評鑑。可
透過內、外部評鑑、審查結果進行檢討、改進，以確保凝態中心在整體運作
邁向更優質研究環境與卓越研究方向。

三、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因應社會發展需求，培育生技研發與產業人才，於 101 年設
定 4 項新使命為：前瞻(提出未來願景)、創新(創新創意優勢競爭)、培力(培養動力
實踐人才)、博涯(產業人才萌芽基地)。採行策略為整合校內外資源，提供生技教學
平台與跨領域課程，增進學生的生物科技知識與技能；設置核心服務研究室，提升
師生研究能量與效率；成立產學研發實驗室，創新產學合作模式；開拓國際教學與
研究合作，推動國際遠距教學課程，擴展師生的國際視野。功能與任務分組如下：

(一)教學
1.整合本校生物技術相關課程，集中教學力量資源，開設關鍵教學課程。
2.成立「生物技術學程」，培養生物技術人才。
3.定期開設「生物技術核心實驗(BCT)」，強化基礎人力素質。
4.協調舉辦跨校內外的「臺大生物技術暑期課程 nbsc」。
5.執行教育部「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及其後續工作。
6.定期開設「生技創業課程」，培養跨領域高階創業人才。

(二)研究發展
1.設立「核心實驗室」以流通儀器資源，發揮儀器之最大效用。
2.協助「生物科技館」之規劃與營運。
3.籌組校內大型「整合性研究計畫」，發揮綜合大學之功能。
4.協助建立「育成實驗室」，作為產業界研發之前導，並拓展至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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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協助校總區進行「整合性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研究中心(ILSB)」規劃。
6.承接政府相關研究發展計畫，如：高階人才培育、創新創業計畫。

(三)技術服務
1.建立「技術服務網(BioNet)」，提供生物技術相關之儀器分析服務及相關最
新消息。
2.編輯「生物技術方法」叢書，提供操作手冊。
3.提供「技術諮詢」，協助「育成實驗室」之研發工作，與產學合作接軌。

(四)產學合作
1.建立產官學之「生物技術資料庫」，以進行後續的產學合作工作。
2.籌設「產學聯誼會」，溝通產學雙方，並主動協助產業界之人才培育。
3.協助校內之研究或技術成果與產業界之合作開發，以創造經濟利益。
4.積極參與國際生物技術合作與推廣，增加臺灣之能見度與聲譽。

(五)資訊智財
1.推動本校「生物資訊學」之教學與研究，以培養生物資訊人才。
2.建立視窗化生物資訊分析平台「NTU Galaxy」，以供校內師生教學與研究
使用。
3.設立各服務項目之「專屬網站」(例如：暑期課程報名網、NTU Galaxy 學習
網)，以利校內外各生物技術相關單位互相交流資訊。

四、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設立目標，在於積極整合並協助本校各相關同仁與資源，
以團隊之群體力量，共同於生物多樣性領域範疇內，爭取在教學、研究、服務方面
之卓越表現。

(一)總體目標
1.整合與提升生物多樣性之研究。
2.增進生物資源永續利用及公平分享策略之研究。
3.培育國內外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人才。
4.協助政府推動生物多樣性研究、教育與保育之發展。
5.加強國際合作，促進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流活動。

(二)持續進行之業務
1.整合與提升並執行生物多樣性相關之研究計畫。
2.參與國家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政策制定、方案推動與公眾教育。
3.與國際及區域組織、多國大學與研究機構，及國內學研與民間團體頻繁交流
及積極舉辦開設學術研討會及講習會訓練班等項目。
4.與中央研究院及本校相關院系所共同規劃籌設生物多樣性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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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1.盤點、管理與加值應用本校與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
2.推動校內生物多樣性跨領域研究，鼓勵本校各學院、研究中心同仁，以群體
合作方式展開生物多樣性政策、管理、保育、永續利用等跨領域研究。
3.推動國際與區域學術研究機構生物多樣性研究與實務工作之交流與合作。
4.規劃與開設生物多樣性學位學程及核心線上課程，培育生物多樣性研究與實
務人才。
5.結合其他學校、研究與行政機構、民間團體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使社會
各界逐步認識、關注、參與生物多樣性工作，以期落實生物多樣性之保護與
永續利用。

五、新興物質與前瞻元件科技研究中心
本中心結合理學院、工學院、電資學院以及凝態中心之優秀團隊，持續無間斷
尖端科技研究累積之優勢，期在未來成為一個獨特的材料科學領域卓越研究中心。
這幾年來中心在此領域的學術創新、頂尖期刊發表、論文引用、技術發明、國際競
爭性各方面成果豐碩，其中，智能分子探針基礎與應用、新興材料綠色能源與照明、
接口和光電性能半導體奈米結構等多項研究，皆居國際競爭甚至領先之地位，享有
卓越聲譽。
物質元件中心核心實驗室依性質劃分為量測及操控實驗室、材料製備實驗室、
元件製程實驗室、生物醫學實驗室、光電量測實驗室與教學實驗室。核心實驗室提
供研究團隊以及校內外師生最佳的研究使用環境，並且藉著開放共同核心實驗室，
以公平使用原則，建立教學與研究互動並進機制，擴大交流整合、資源共享成效。
此外，中心更開設教學學程，有效執行教學與推廣研究成效。自 92 年開設奈
米實驗課程以來，至今已邁入第 11 年。此實驗課程涵蓋精心設計的實驗，包括奈
米材料製備、特性研究和基本原理之探討(實驗課程 I)，及奈米元件之製作與應用(實
驗課程 II)。奈米實驗課程目標接續「奈米科技導論」課程後，以最務實的實驗操作，
讓修課學生能實際體認奈米科技在當今各科研層面的發展與應用，藉以讓修習學生
能夠真正汲取奈米領域的實作經驗。
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如下：
(一)積極參與爭取大型整合計畫，以尖端導向科研為主要目標，並尋求未來產業合
作契機。
(二)加強互補性國際、國內合作以及拔尖計畫之整合，開闢創新性、領導性科研方向。
(三)結合教學及研究，持續培育奈米相關科技人才並配合國際級大師來臺講學或進
行交流合作，俾使新興物質與前瞻元件科技研究中心成為世界一流之頂尖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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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資訊、電子領域為 21 世紀最重要的科技領域之一，世界重要國家莫不主導該
科技發展之趨勢，以保持自身經濟或國防之優勢。為了追求世界一流，本校資
訊、電子領域依據過去歷經數次整合的基礎，於 91 年 10 月成立校內跨院系的
「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資電中心)，擴大並整合本校在上述
領域之研究團隊。資電中心為能具體推動與落實整合成效，下設 6 個核心實驗
室，來支援績效優異的研究團隊，進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並以「感知寬頻雲端
技術」整合串連相關的研究，由元件感測訊息，以晶片加以整合處理，配合毫
米波及構裝技術，借助無縫連網，將所有資訊與解決方案導入雲端，協助改善
人類生活，診療照護即為一應用實例。

(二)現況說明
本中心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除了傑出論文發表、專利授權、產學合作、社會
公益技術服務外，在國際上之最佳論文評選、全球學生比賽更屢獲全球頂尖的
殊榮。現況分析說明如下：
1.內部優勢
(1)團隊完整，研究資源共享，擁有各領域研究專才團隊合作頻繁，並位於國
際領導地位。
(2)與產業合作關係良好，研究資源不虞匱乏；與臺灣眾多領導性電子與系統
廠交流密切，開拓前瞻技術視野與深度產學合作，尤其臺灣地區擁有國家
晶片中心以及眾多製程廠支援，更給予研究者強大的研究後盾。
(3)在 Data mining, Multimedia,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這些領域中的頂級
國際會議，臺灣接受的論文有 80% 都是由中心研究團隊產出。
(4)本中心整合電資相關領域菁英及資源，強化醫療資訊之整合及應用，使研
究與臨床服務的各個構面能更緊密結合，成為研發與應用尖端醫療技術之
共同平台。實驗室量測設備及設計環境已臻成熟，加上透過與臺大醫院醫
師合作，整合醫院相關臨床資料分析，有利確保計畫執行方向符合實際醫
療需求。
2.內部劣勢
(1)現階段研究領域與商用化商品仍有差距，應引入更多產業界經驗與實務。
(2)在 Big Data、multimedia、communication 相關的產業界，如 Google、Ericsson、
Cisco、百度等公司，大部分皆非臺灣起家，深度合作的困難度較大。
(3)在醫療電子領域中，單晶片整合有其難度，尤其許多 domain knowledge
仰賴專業醫師提供，工程端的研究人員需要正確資訊來定義系統規格及電
路設計參數，臨床醫師的持續參與十分重要，是計畫執行的一大考量。
3.外部機會
(1)跨國研究中心(如 INTEL-NTU Center)，與產學大聯盟(如台積電)，建立領
先研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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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巨量資料分析以及可攜式計算單元上的研究已經有初步成果，而臺灣近年
來致力於發展手機以及多媒體內容產業，與中心團隊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3)展望國內健保情況，推廣遠距照護的低成本高效率特色是未來必然的趨
勢。而醫界透過電資科技的導入，發展遠距照護服務，可減緩醫院龐大的
病患照護需求。
4.外部威脅
(1)有鑑於臺灣的市場因素以及國際關係，臺灣在國際組織發展有先天限制，
協議制定參與困難。
(2)在遠距照護醫療電子等重要科技發展上，國際已有其他團隊開始針對不同
情境進行研究與系統開發，競爭者眾。相較之下，中心未來研究經費人才
質量可能逐步短缺，實為未來發展之一大隱憂。

(三)未來五年發展目標
資電中心未來 5 年的整體目標為提升人類的「Quality of Life」，以 ambient
intelligence on big data 及 quality of cares 為技術發展主軸，進一步整合 6 項研
究領域，在邁頂計畫之後爭取國際資電科技領先地位。

1.Ambient Intelligence on Big Data：建構世界一流的數位雲端資訊內容相關理論
及學術基礎，便利數位內容的擷取、處理、儲存、分析、組織、理解、分享
與運用。研發先進異質計算系統，提升千倍速容量的 5G 行動寬頻技術，以
支援 big data 及 data center 傳輸處理。創新研發突破性或實用性的新知和科
技，建立資訊社會的產業技術。
2.Quality of Cares：高速影像或高容量資訊傳輸是研發光電與感測元件，提高
生活品質的重要關鍵。以先進的硬體平台為重心，包含架構、電路設計、作
業系統和設計自動化，研發適用於無線生醫感測、醫療電子、遠距居家照護
系統之關鍵晶片技術。以電磁與半導體電子相關理論為基礎，發展射頻與毫
米波頻段通訊技術之天線、電路與高階構裝等關鍵技術，目前並著眼於下個
世代毫米波通訊技術元件的開發工作，同時致力於建構毫米波頻段天線量測
與電路驗證等相關實驗設施與技術，以提升下世代行動寬頻網路每單位頻譜
於每單位面積可提供之頻寬容量(bps/Hz/m2)為目標。透過資訊、電子、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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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物、醫學之跨領域合作，因應當前高齡化的社會發展、人類健康的新挑
戰，生活照護上的新需求，可望為提升人類的生活福祉做出重大的貢獻。

七、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原民中心)成立於 93 年，目標是以學術研究與實
踐，推動臺灣社會落實多元文化社會的理念，以促成臺灣原住民族受尊重並享有平
等發展的機會。
臺灣原住民屬於少數族群，也是使用南島語 3 億人口的一部分。原民中心在研
究與政策研擬上，基於南島語言文化的脈絡與少數族群的處境，側重與島嶼東南
亞、大洋洲，以及各國原住民族/少數族群的交流。此外，原民中心選取當前原住
民族發展上具關鍵性的議題，整合本校與校外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深化對議題
的分析，同時與地方合作落實或提出政策建議。
中心近 5 年的成果分為兩方面：一是原住民生物誌與生物多樣性的調查、出版
與建立資料庫，另一是奠基在前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上，建立以部落為主體，跨資
料庫的典藏清單與連絡，以便利部落的使用。
未來 5 年發展目標係以 3 個深具學術與實踐價值的重要議題為核心，建立跨領
域合作平台。包括：
(一)文化與法律
將由人文思維與法律思維探討與原住民文化保存與發展相關的法律，如「文化
資產保存法」與「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及其影響。
(二)文化與勞動
文化與勞動是人與環境建立關係很重要的形式。原住民社會原有的勞動形式、
共作組織與土地/自然資源面臨國有化與商品化的挑戰。
(三)原住民與都市
在都市成長、生活的原住民人數已超過原鄉，原住民在都市中的歸屬，與原鄉
的連結，以及文化傳承等均迫切需要探討，進而研擬與時俱進的政策。
3 個研究群將以校內、校外與地方學者與實務界合作。因議題的成熟程度不
同，整合、形成共識的程序亦不同。研究群活動以定期討論、研討會為主，同時對
社會大眾將持續以專題演講、對話與主題式公共論壇的形式，引發社會重視而參與
討論。研討會也將規劃政府、非政府組織與社區場次，以兼顧學術與實務間同步反
饋。研究群的成果最終將出版，以引發更大範圍的對話。

八、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
理解心智與大腦的運作機制及互動關係，是人類在 21 世紀最大的學術挑戰。
面對此一挑戰，本校早在 94 年 10 月就成立跨院系的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
心，其宗旨在整合校內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生物與醫療科學以及理論與工程科學，

401

【參之二十五、校級研究中心】

推動相關之教育訓練與研究發展，以期釐清心智、大腦、環境與文化共進演化的互
動關係。基於此一宗旨，中心成立了核心共同實驗室並積極申請跨領域研究計畫，
希望匯聚不同的思維與方法，解決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迄今建立過動物行為、動
物腦影像(含 MRI 及 PET)、認知缺損、人腦影像、互動腦波等核心實驗室以及情緒、
大腦圖譜、精神疾患行為與生物參數等資料庫。正待建立的實驗室有 MRI/MEG 身
體心靈整合影像實驗室，以及獼猴行為電生理實驗室。中心更透過整合學術專長與
技術支援，積極協助成員申請「神經科學優先推動計畫」、「心智科學腦影像計畫」、
「邁頂研究計畫」以及科技部(前國科會)相關之大型計畫。在教育訓練上，95 年度
推出「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學分學程」，整合本校之相關課程，提高各領域之大學
生及研究生對腦與心智探索的興趣與參與，強化人力素質。中心未來發展的主軸方
向如下：
(一)繼續推動跨領域合作，以多元方法將腦與心智的研究層面從單一個體運作擴展
到多個體在社會環境中的互動。
(二)拓展心智研究範疇，由認知(cognition)推展到情緒(emotion)與意圖(volition)等
心智歷程。並透過這些典型的心智歷程進而探討人文、藝術與宗教方面的心
智活動。
(三)深入探討身心關連性、先天後天互動、及結構功能對應這 3 個腦與心智的關鍵
議題，並沿個人特質、文化差異與發展歷程等軸向研究此 3 議題。
上述議題涵蓋從形而上的人文社會思辨，到形而下的生物機轉運作的廣大層
面，需有適當的媒介才能促成過去不相往來的兩端互動。本中心企圖使用心智疾患
探討與智慧工程設計來聯結，因為這兩個主題均涉及人文社會意涵與生物運作歷程
面向。利用這個策略，中心未來 5 年將致力於研究下列議題：
(一)發展先進之影像技術，探討各式心智活動。使得能在兼顧時間空間解析度的情
況下，以非侵入性方式偵測腦部活動，並運用先進資訊科技，進行巨量大腦訊
號之自動分析，並找出各階段神經心智疾患之生物指標。同時可借助獼猴研究
探討人類腦功能影像與神經活動之確切關係。
(二)表觀基因(epigenentics)學研究：社會環境因子(含教育與文化經驗)與腦內生物遺
傳因子(基因)互動之神經機制。華人社會強調情緒的平和性，情感表達均較內
斂。此一文化差異對身心健康為何？其神經運作為何？是否會調節基因表現？
在影響華人之自我角色與理解他人或社會互動上，有何角色？此類探討將可運
用於研究自閉症、過動症或精神分裂症等心智疾患之神經病理及社會文化機制。
(三)探討刺激之內容在神經系統中收錄與解碼(coding and decoding)的過程，以及神
經錄碼(neural code)與主觀感受(qualia)之間的關係。此一由物理刺激、到神經活
動、到心理感覺知探討，將從疼痛與視覺意識兩個議題開始進行，同時亦將探
討這些感覺意象表徵如何與命題式的語言表徵互動，此將有助於智慧行機具之
設計。
(四)漢語認知歷程及其神經運作之基礎研究。此一議題具有文化特色，因漢語有別
於拼音文字，且在使用上越來越受重視，臺大的心理系與語言所對於漢語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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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過去 20 年來已經累積相當基礎，此一議題的探討從語音(phonology)、語法
(syntax)、語義(semantics)到語用(pragmatics)，可以納入包括電資學院與醫學院
的相關研究。
(五)進行臺灣獼猴之生態、行為、認知的神經基礎研究。臺灣獼猴(Macaca cyclopis)
為臺灣原產之特有物種。臺灣有豐富獼猴資源，且地域具封閉性，許多基因學
者對臺灣獼猴展現高度興趣，但其各方面的科學方面的研究至今極為匱乏。本
中心期待能藉由成立「臺灣獼猴實驗研究中心」，推展認知神經科學及生物相
關研究，同時也將臺灣獼猴研究推向國際，使其成為 WTO 認可之生技製藥產
業的實驗動物模型。期藉由臺灣獼猴相關的心智及行為資料庫的建立，讓臺灣
大學成為具有本土特色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重鎮。

九、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
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成立宗旨在於建立一個綜合性的跨領域基因體醫學研究
平台，藉由分析基因體序列與功能的關聯，深入探討基因體功能與疾病的相關性，
以開發新的診斷方式與治療策略。中心目前的研究重點根基於基因體學之各類轉譯
醫學研究，並著重於國人常見疾病之作用機轉及遺傳基礎解析，積極建構疾病診斷
的新策略、確認新的治療目標與療法，以實現個人化醫療的終極目標，達成提升我
國醫學研究水準、增進國人健康福祉之使命。
中心現有 9 大核心實驗室，分別為蛋白體、基因微陣列、微生物基因體、組織
庫、基因轉殖/基因剔除鼠、遺傳流行病學、生物資訊、幹細胞、代謝體核心，同
時搭配教學資源中心，推動人才培育與資源整合。在癌症及傳染病等兩項臺灣最嚴
重的健康議題上，中心特別針對國人好發之癌症，如肝癌、鼻咽癌、乳癌、肺癌及
胃癌等，與常見傳染病，如肺炎克雷白式菌、胃螺旋桿菌，與 B 型及 C 型肝炎病
毒等，進行致病相關因子的鑑定與功能分析，以了解疾病作用機轉及應用於治療策
略，藉以提升判別診斷與治療成效。利用微陣列晶片技術與蛋白體學，將可經由測
定生物標定物以達到早期診斷，與萃取對於疾病階段及癒後判定有用之基因型態，
更進一步分析其作用路徑與特定疾病目標基因之下游基因。除支援中心肩負之任務
型導向研究之外，各核心實驗室亦同時為校總區研究同仁提供服務。舉凡微陣列、
蛋白體、基因轉殖，以及生物資訊等核心實驗室皆對於生命科學院、生農學院、理
學院與電資學院等從事生物相關研究之同仁有非常大的助益。生物資訊核心實驗室
亦積極展開與電機及資工之研究同仁的合作，以期落實跨領域研究計畫之進行。
中心成立至今已鑑別多種疾病之相關基因，並已建立數種疾病動物模式，可望
對上述之各類癌症及傳染病提出新的治療對策。
未來 5 年發展的主要目標為：
(一)建立基因體醫學先進及高效能之核心實驗室及技術平台，提供同仁從事相關研
究之技術支援。
(二)重視本土重要疾病，針對癌症及傳染病，進行相關之功能基因及轉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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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本校從事生醫領域相關研究之同仁進行跨系所合作，提升研究品質，以達
卓越水準。
(四)建置基因體醫學之優質研究及教學環境，培育生醫領域之優秀人才。

十、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本校為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促進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創新研究，特於 94
年 10 月 11 日成立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高研院)，以整合並提升人文社會
領域之創新研究，促進校內及跨校人文與社會科學人才之合作交流，培育國內外人
文與社會科學之優秀人才，並建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社群之互動平台。本校高研
院創立目標在為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間，以及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間搭建對話平
台，突破學科領域之局限，激發出具有創意的智慧火花。
總體目標為：(1)發展成為本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整合之平台；(2)引導並整合
各研究計畫之研究方向及問題意識。
高研院發展結合人文社會科學具卓越學術研究潛力之研究團隊，推動整合型研
究計畫，在教育部第一期邁頂計畫(94-99)執行期間推動六大研究計畫，總主持人及
分項主持人共 95 人，已出版之成果豐碩。現在正執行第二期(100-105)研究計畫，
分別是：「東亞儒學研究計畫」、「東亞民主研究計畫」、「東亞華人自我的心理
學研究計畫」、「東亞法院與法律繼受研究計畫」、「東亞國家的貿易、勞動、金
融與生產力研究計畫」及「東亞崛起中當代中國大陸的發展變遷與『中國研究』主
體性的轉換研究計畫」，並設立三大研究行整合平台：「數位人文研究整合平台」、
「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台」及「健康社會與人文整合平台」。
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如下：
(一)開創具有本校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從「東亞」立場看「全球」問題，
以「全球」視野思考「東亞」的走向。
(二)10 年內成為亞洲頂尖的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以新視野開拓新研究課題，
出版英文專書，並開拓東亞的新議題，在文明對話的新時代，深入理解東亞文
明的核心價值，引領國內外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方向，成為一跨領域研究
交流及出版的園地。

十一、血管新生研究中心
本中心旨在整合本校醫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電資學院、生農學院對血
管新生研究有興趣之同仁，進行跨領域基礎及應用研究和教育推廣。

(一)中心總體目標
1.推動與整合血管新生相關基礎生物科技與醫療保健之研究。
2.推動血管新生相關研究之產學合作。
3.協助產業界相關技術之研發及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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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組織超音波及分子生物相關專案研究團隊。
5.促進國內外血管新生研究單位之交流。
6.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及講習訓練班。

(二)未來規劃方向
1.「血管新生相關疾病診斷與治療新技術之研發三年計畫」由經濟部學界科專
核准，並轉為 A+計畫，血管新生中心已著手規劃新研究計畫及團隊，在已
有初期成果的創新研究中結合產業界的能量，挑選作為後續研究推動及經費
申請之規劃。
2.選擇具產業效益的學界科專成果，進行技術轉移，同時努力促成產學合作案
及後續業界科專的推動，以充實中心之研究發展經費。
3.加強進行中的研究案能量，完成並發表論文。
4.有關分子生物組將結合生物技術研發中心(DCB)一起提出 CTGF 或 LPA3 之
臨床前研究，期待在藥物相關開發方面能有所進展。
5.加強推動基礎研究成果之產業化。目前數件基礎研究案之成果，有機會於生
醫業界申請專利及技轉，除了加強與本校研發處產學合作總中心合作外，也
將加強中心此類領域之人才培育。
6.加強與相關學會之聯繫及合作，舉辦血管新生相關研討會，並與相關業界舉
辦產學研討會。
7.將「血管新生導論」課程，由大學部學生延伸至相關領域研究所學生，同時
著手進行專書編寫之規劃。
8.擴大「超音波醫學導論」之修課人數並增加實機操作課程。

十二、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
本校「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設立之目標是整合不同學院的資源，以針對生命
醫學與生物科技研究領域中最尖端的議題，導入系統科學的數學理論與計算原理，
進而建構精確的生物系統定量分析模型，以便能更深入了解及掌握複雜生命現象之
運作原理，並創造生命醫學與生物科技研究更寬廣的進步空間。由於這個領域正處
於爆炸性發展的關鍵時刻，因此也提供國內一個在科學研究與科技發展方面能夠一
躍躋身先進國家之列的千載難逢機會，同時我們亦認知到生物醫學及生物科技的發
展在 21 世紀中對一個國家的科技與經濟發展將有重大的影響，因此系統生物中心
主要的工作目標之一即是為國內在這方面的發展建立堅實基礎。
中心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以推動下列 4 項工作為主：
(一)針對中心研究特色，繼續推動跨領域研究團隊之組成與合作。
(二)繼續發展各核心實驗室之特色與服務，並有效推廣。
(三)臺灣本土特有物種之資料庫建立與特殊物種之研究，並持續推動國際合作。
(四)培養跨領域研究人才、向下紮根，支援本校與中研院合辦之「基因體與系統生
物學博士學位學程」各項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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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數學科學中心
本校為推動跨領域數學科學之研究，培育數學科學人才，以提升臺灣數學科學
的國際知名度，96 年 1 月於理學院成立功能性「數學科學中心」，並於 98 年 5 月
將其提升為校級功能性研究中心。為提升本校在數學科學的國際地位與知名度，與
世界研發潮流俱進，中心積極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擔任中心科學家或到中心訪問，促
進實質合作，並舉辦研討會及短期課程，邀請各國重要學者做專題演講，提供國內
外相關領域學者交流的機會，吸引學生投入數學科學研究，培育優秀且具潛力的數
學人才。另設置跨領域交流平台，提供跨領域短期課程，推動跨領域合，以追求卓
越發展。
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將進一步組織及擴展在各個聚焦領域具競爭力的國際
合作研究團隊，積極提升論文與專書之質與量，成為亞洲重要的學術交流中心。在
人才培育方面，積極培養優秀年輕數學學者，並進行跨領域合作，以提升本校數學
研究在國際的知名度。

十四、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係本校基於永續經營 10 多年來所開發建置之各式數位資源
及所累積之技術能量而成立之校級研究單位，前身為 96 年成立之「數位典藏研究
發展中心」。自 101 年起，為加速推動數位人文研究，更為今名。
中心重點工作之一在於典藏品數位化與資料庫建置，除持續針對臺大所擁有之
重要性、唯一性、即時性、脆弱性的珍品進行數位典藏外，並由內而外的延伸到國
內外的重要文化資產。目前已陸續建立 33 個大型數位典藏資料庫，內含逾 400 萬
筆詮釋資料(metadata records)，近 3,000 萬幅影像，近 4 億字的全文，以及數百小時
影音資料。內容包括臺灣歷史、政治、社會、法律、經濟等方面，資料所屬年代橫
貫臺灣歷史 400 年，且多為第一手史料，不僅是國內數位史料累積最豐富的數位典
藏機構之一，亦是目前世界上累積最獨特、最大量的臺灣研究資料的數位典藏機構。
中心研究資料庫所收錄的史料均有獨特、重要、唯一、即時等特性，並對外提
供研究者使用，已在文史學術界及古契書研究領域產生震撼並被廣泛運用。結合「檢
索後分類」為主的檢索方法與資訊探勘分析工具，更突顯出檢索結果(query result)
的整體性，並用後分類及統計方法分析並呈現其中的關聯性與脈絡，同時開發新的
資訊取得及資訊分析方法，目前已開發 20 種以上知識探勘及呈現的工具，藉此提
升人文研究的品質與效率，促進數位人文的發展。
除持續進行典藏數位化、建置資料庫及數位研究工具外，並企圖打破使用者使
用資料庫時，單純檢索搜尋的習慣用法，藉由資訊技術，提供使用者觀察資料後進
一步勾勒資料彼此間的可能脈絡，以此作為開發「數位人文」研究方法和學科領域
的基礎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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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如下：
(一)持續研究資料的累積與產出，並進一步研發研究工具：持續增補資料種類與數
量，研發改善研究工具，提升搜尋效率且多面向呈現搜尋結果，以開發資料詮
釋與研究議題的可能性。
(二)刺激學術領域研究典範創新：透過累積資料、建立資料庫及數位研究平台，將
數位典藏融入人文研究的課程與方法論，藉由數位技術與人文研究的交流，創
新既有領域的方法論與開發研究議題，促進研究典範移轉。
(三)拓展合作機制，增加資料廣度與深度：本中心持續與國內各圖書館、人文科系、
政府機關合作開發、建置資料庫，協助保存珍貴史料，增加資料能見度與協助
推廣使用。另積極與國外頂尖學研機構交流合作，建立典藏資源及數位技術互
享管道。
(四)推廣交流：推廣典藏資源與相關研究，促進資訊領域與人文研究的交流，藉由
各界的回饋與建議，進而改善與研發數位技術的應用，推動臺灣數位人文的發
展。定期舉辦大型研討會，如「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以提升數
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的國際視野，並促進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知識分享。
(五)出版數位典藏專書及數位人文叢書：數位人文研究叢書是為了使數位典藏與數
位人文國際研討會歷年成果得以延續及擴大，特別與臺大出版中心合作籌組專
業編輯團隊，自歷屆研討會論文集中，精選論文佳作，重新增修彙編，並經嚴
格審查校訂後，整理發行。目前已出版 5 冊，希望藉此積累學術能量，促進數
位人文研究之永續發展。

十五、調查研究中心(目前中止運作)
十六、梁次震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中心
最近 20 年國際學術界在宇宙學上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使人類對宇宙的了解
有了根本的改變。雖然 20 世紀物理學進展驚人，可是如今人們才驚覺宇宙中只有
5%的成分可以用已知的物理學來解釋，其餘 95%的成分，科學家近 20 年來已經確
定是由所謂「暗質」(dark matter)與「暗能」(dark energy)所構成，然而我們對它們
的本質仍知之甚微。國際知名的「科學雜誌」在 2005 年 7 月慶祝其發行 125 周年
的特刊上，選出了 125 個 21 世紀所有科學中最重要的問題，其中「宇宙是由什麼
構成的」榮膺首選，宇宙學在本世紀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為了強化本校在此一領域已有之基礎，提升我國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
與教學之發展，促進與國內相關學術單位人才與資源之交流與整合，並推動與國際
相關學術機構進行長期合作交流，本校已獲廣達電腦共同創辦人及副董事長梁次震
先生於 96 年簽約捐贈新臺幣 2 億 500 萬元，成立「國立臺灣大學梁次震宇宙學與
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中心」(LeCosPA)。101 年梁先生再度捐贈臺大新臺幣 5 億 7,000
萬元，使中心得以永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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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學術研究分為理論研究及實驗研究兩大方向。理論研究範圍包括早期、
晚期宇宙、暗質、暗能理論、微中子宇宙學、古典及量子重力場理論、宇宙模型等，
實驗研究則集中在 3 個國際計畫及 1 個國內計畫，即極高能宇宙微中子觀測：
ANITA、ARA、太魯閣，及 Gamma Ray Burst 太空望遠鏡：UFFO。成員活動包括
每週例行學術交流活動如 Cosmology Seminar、Tea Time(最新學術情報)與 Student
Journal Clubs(理論組與實驗組學生自行分組，研究員也參加並提供指導意見)。此
外，中心也不定期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促進國內外人才與資源之交流與互動。
中心完全的學術環境、有策略的集中研究主力與成員間的積極互動，使研究員
及碩博班生在未來發展上都有優異的表現。目前至少已有 4 位曾擔任中心博後/研
究員現受聘任為他地教職：Fabio Scardigli(義大利 Politecnico di Milano)，Antonio
Enea Romano(哥倫比亞 Univ. de Antioquia)，Debaprasad Maity(印度 India Inst. Tech.)
及邱濤濤(大陸中央師範大學)等；此外，歷屆畢業學生亦多在世界頂尖大學攻讀博
士班*，積極培育研究人才之成果可謂豐碩。
*UC Berkeley 1, Frei U. Berlin 1, CalTech 1, Cambridge 1, U. Ill. 1, Cornell 1,
Harvard 1, U. Hawaii 1, Heidelberg 1, LMU(Munich)3, U. Maryland 1, MIT 1,
Princeton 1, UW 1
中心大事紀：

100 年 12 月，中華民國百年史上第一
個在南極極頂的科研計畫。

102 年 10 月，於東京法國駐日大使館與法國原子
能委員會(右)及法國高等綜合理工大學 (Ecole
Polytechnique)之 IZEST 中心主任 Prof. Gerard
Mourou (左)簽訂 LeCosPA-IZEST 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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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6 月，梁次震中心成為永續運
作中心。

籌建中之臺大宇宙學中心大樓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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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之目的，在於利用本校優勢，整合產、官、
學界等相關單位之專業與資源，針對國家科技及產業發展政策進行專業化、系統
化、長期性、整合性的深入研究分析與評估，期能提供政府相關部門推動科技政策
之施政建議，促進科技決策體系的健全發展，廣納國家科技發展藍圖與產業科技創
新策略，厚植我國科技產業發展根基與提升國際競爭力。中心自成立以來，已召集
校內外專業師資擔任中心委員，成立諮詢委員會，建立研究小組，並成為政府科技
政策研究支援系統之重要成員，參與許多政府科技政策研究相關計畫，例如近期所
參與之「我國長期及前瞻科技政策之研究、規劃與建議」、「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
議題發展先期研究」、「博士級研究人力分析」等計畫。
未來 5 年發展目標如下：
(一)推動科技政策及產業發展策略之研究。
(二)提供政府科技政策諮詢，協助規劃科技政策發展相關活動。
(三)擔任政府科技政策及學術研究溝通之橋梁。
(四)建立科技政策之學術研究，以協助政府及企業推動產業發展。
(五)提供教育訓練，培養科技政策分析及產業發展人才。
(六)發行與科技政策及產業發展相關之研究報告與刊物。
(七)推動其他與科技政策及產業發展有關之活動。

十八、能源研究中心
(一)功能與總體目標
本校為整合能源相關議題之研究人才及資源，提升研究之層次及效能，特設功
能性能源研究中心，其功能與總體目標為：
1.規劃能源研究總體目標暨方針，並進行推動與運作。
2.協調、整合與推動能源科技政策、能源技術、節能減碳等領域之研究計畫的
執行。
3.研究計畫資料之管理或分析。
4.與國外知名學術及研究機構交流合作，鼓勵各分項計畫及相關機構能發展出
協同合作的執行方式與文化，並定期舉辦研討會，推動能源技術、節能減碳
技術之研究。
5.與政府單位之相關計畫合作，扮演溝通橋梁。

(二)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1.能源科技政策方面：運用科技協助提升國家能源安全與改善溫室氣體的排放
狀況。針對國際間技術尚未成熟之能源科技領域，建立我國具國際領先地位
的技術與產業。對於國際間技術已開發成熟，且未來我國將大量導入之能源
技術，提高國內產業參與比例，協助我國產業於國際價值鏈尋找立足之定位。
2.能源技術方面：提升能源自主與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開創能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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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育方面
(1)加強科學教育基礎研究：研究議題、研究場域、教育內容素材及人才培育
領域、建立管考評鑑制度。
(2)深化本校能源教育：教材與課程發展及落實、技職教育與產業專班、師資
增能培訓、校園硬體、建立資源平台、增加頂尖專才國內外進修機會、國
際合作與交流。
(3)宣導大眾科普教育：舉辦系列巡迴講座、培訓能源教育種子教師與志工、
出版科普專書及教具、建置數位學習課程、設計展覽或競賽活動、拍攝宣
導及成果影片、資料庫管理及成果宣導。
4. 技術規範建立與產品應用：建立節能減碳技術規範、節能減碳宣導。

十九、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
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乃科技部(原國科會)為加速我國「智慧生活
科技產業」之產學發展與推廣，於 97 年 2 月補助成立，成立初期主要工作在於整
合國內智慧生活科技相關計畫成果與資源、開啟跨領域對話合作、引入使用者驅動
的協同創新，以期能達成「科文共裕、產學雙贏」的目標。歷經前期開放式產學對
話與媒合的經驗，中心於 99 年起逐步建構以使用者經驗為核心的創新方法論，開
始投入相關的產品與服務創新研發工作，並推動使用者經驗創新之跨領域人才培
育。101 年起逐步轉型，倡導以使用者經驗為基礎的跨領域創新方法，積極推動企
業密切參與的產學合作專案，協同指標企業落實創新轉型的共同研發。
中心重點任務包括：(1)倡導與推動以使用者經驗為核心的設計、商業與技術
創新研究；(2)藉由產學合作與企業委託專案協助企業轉型，促使臺灣產業扭轉代工
思維，朝創新研發之方向邁進；(3)培育具分析社會趨勢與需求能力、組織與領導創
新團隊及研發實作能力之跨領域創新人才(innovator)，以期未來進入企業後能持續
擴散與放大創新之效益；(4)推動使用者經驗創新相關之國際交流與合作。
為了達成協助臺灣產業轉型與培養創新領導人才之目標，未來 5 年的發展重
點，一方面集結使用者經驗創新之跨領域專業人力，透過不斷滾動修正的創新方
法、工具與流程，進行企業、政府、產學專案，建立產品與服務創新典範；另一方
面從人才培育層面著手，推動設計創新碩士學位學程(Master Degree in Design
Driven Innovation)，協助擘劃本校 d.school 之發展方向與內涵，與未來創新者課程
(Courses for Future Innovator)。

二十、生醫倫理中心
由於生命科學、醫學及其他尖端科技的快速進展，帶給人類社會倫理、法律、
社會各層面廣泛而深遠的衝擊，生命倫理學在過去 30 年來，已在歐美先進國家蓬
勃發展，成為橫跨「人文社會科學」與「生命科學」兩大領域，及集合多重專業研
究方法的新興學術研究與教育領域。有鑑於世界各先進國家紛紛成立相關研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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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校為綜合形大學並設有附設醫院，是我國發展生醫及科技倫理、法律與社會
學術領域基本條件最佳之大學，乃於 96 年 4 月成立功能性生醫暨科技倫理法律與
社會中心，以促進該新興領域之研究、教學、政策建言為主要宗旨，並於 103 年 5
月更為今名。
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如下：
(一)為強化生醫與科技倫理的研究能量，中心結合醫學、生命科學、法學、哲學、
心理學、社會學、儒家文化等各研究面向，形成跨學科之生命倫理、法律與社
會研究，俾能與世界潮流接軌，並展現本校之特色。
(二)執行本校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組織下之健康與人文研究整合平台(Health and
Humanity Research Platform)，預計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央研究院、成功大學、
廣州中山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里茲大學、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等校之
專家學者進行國際合作及交流。
(三)代表臺灣參與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the UNESCO Chair in Bioethics，參加國際
學術活動，建立國際學術聲望。負責經營此國際網絡之官方代表網站，協助建
立國際生命倫理資料中心。
(四)與生科院合作規劃生命科學與研究倫理課程，培育生命倫理與科技倫理教育
人才。
(五)藉由定期舉辦學術活動，集結各領域專業人士進行研討，激盪與深化研究能
量，並擬設置短期講座教授，邀請國外生命倫理學大師講學並指導研究。
(六)落實生命倫理及科技倫理之實踐，提供社會服務，參與立法與政策制訂，針對
相關公共議題提出專業意見與政策諮詢。中心目前進行醫療與醫學研究相關之
法律研究，參與包括「人體研究法」、「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安寧
緩和醫療條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人工代孕生殖法」、「醫療糾紛
處理法」等法案之修訂與立法研議，實際對國家法令與公共政策帶來貢獻。
(七)針對上述生醫倫理議題，辦理公民審議與專家諮詢活動，提升科技研發與政策
制訂之公共參與，作為各界溝通橋梁，以健全國內相關政策與法律之制訂。
(八)定期出版教材與學術作品，以推廣生命倫理、法律與社會教育。

二十一、健康科學與生活研究中心
健康科學與生活研究中心成立之宗旨及整體目標為促進健康及快樂生活，並帶
動相關產業之發展，以提升國人健康共識及促進國際健康學術交流合作。

(一)中心任務
1.結合人文與科技，提升本校健康科學與生活領域之研究，建構整合研究機制。
2.推動健康科學與生活領域重點研究及國際交流合作研究。
3.規劃及舉辦健康科學與生活論壇，提出前瞻政策建議，並建構產業前瞻發展
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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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發展目標
1.整合並推動本校願景驅動之人本科技研究，並培育健康暨智慧生活科技跨領
域領導及研究人才。
2.加速本校跨領域、跨學院之大型整合研究，推動國際研究，提升本校之國際
能見度。
3.促進產學合作，並提供政府制定健康科學及生活政策之參考。

(三)進行中之研究計畫
1.前瞻研究領航計畫：針對五十肩症候群之智慧型復健(以科學融合針刺治療與
機器人輔助科技)。
2.前瞻研究領航計畫：融合中西臨床實證醫學和雲端資訊科技的智慧型脈診健
康評估系統。
3.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改善基礎建設－跨領域教學研究設施全面改善－臺大能
量醫學治療計畫。
4.工研院委託研究計畫：運動之紓壓成效與生理表徵趨勢研究。

二十二、永齡生醫工程中心
永齡生醫工程中心總體目標為促進我國生醫工程及醫療器材產業之發展，強化
與產業界人才及資源之交流與整合，及推動本校生醫工程領域之研發成果產業化。

(一)中心主要任務
1.以中心為核心，促進與生醫工程產業界人才及資源之交流互動。
2.推動設立新創公司，將本校於生醫工程領域之研發成果產業化。
3.媒合生醫工程相關產業之國際研發合作。
中心自成立以來，積極推動基因定序及其相關 Micro-array 計畫。中心之基因定
序及其相關 Micro-array 業務內容提供校內外相關單位全基因表現與基因型鑑
定之技術服務，以促進基因體研究之進行。目前除該項計畫外，中心每年亦舉
辦輻射科學及其相關領域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未來中心發展重點將著重於推動
臺大與永齡健康基金會之產學合作計畫。

(二)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1.推動生醫工程領域之產學合作計畫：將與永齡健康基金會共同推動生醫工程
領域產學合作計畫，並提供相關計畫學術及技術面專業諮詢，以促進本校生
醫工程領域研究團隊與產業界技術專家之合作。
2.每年定期舉辦輻射科學及其相關領域之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相關領域國際
專家、學者做專題演講，以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
3.繼續進行基因定序及其相關 Micro-array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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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
近年來，許多科技的發展指向一個科學與工程的新時代，特別是在數學、物理
及計算機的交叉口上的科技有極快速的發展，顯示出與直覺相違背和極微妙的「量
子力學」，可提供一個尚未開發的巨大資源，以及革命技術的能力，這個新興的主
題是「控制量子的世界」。這些新的挑戰將會推動量子實驗及理論的重要發展，且
都與研發新的精密儀器有著密切關聯，也有助於社會國家的需要。有鑑於此，本校
正式成立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以提升本校此一領域的基礎，促進我國研究量
子科學與工程嶄新科技研究及教學之發展，強化與中央研究院及國內其他相關學術
單位人才與資源之交流與整合，推動與國際相關學術機構進行長期合作交流，以及
協助本校成為世界一流的量子學術重鎮。
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配合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於 97 年執行「原子分
子與光學嶄新科技」、「量子計算與量子資訊/通信」、「凝態理論高等研究」及
「計算科學及工程」等拔尖計畫。並於 100 年度更新執行計畫為：「超快科學和高
精密度量子科技」、「量子計算與量子通信網路」、「量子設計具奇特現象的新穎
材料」、「計算科學及工程」等。
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如下：
(一)促進前沿量子理論科學各方面的發展、鼓勵理論和實驗物理學家之互動及合
作、研發新穎的超快阿秒(10-18 sec)(attosecond)雷射，自旋傳輸，量子計算與
量子通信網路等尖端量子科技，力求在學術上之重大突破及產業合作的機會，
俾使量子中心成為世界級水準之一流大學頂尖研究中心。
(二)以本中心為主，促進跨學院(如與工學院、電資學院等)及跨校(如與中研院原分
所、應科中心及國家理論中心)之研發合作與資源之跨學科交流與互動。
(三)推動與國際頂尖大學之相關學術機構進行長期之雙邊合作，以及交換學者、學
生長期互訪之平台。
(四)結合教學及研究，強化學生於量子科技領域理論及實驗全方位訓練，並輔以鼓
勵創意，拓展學術視野，與全球科技同步接軌，並發掘有潛質新生代，進而培
育成為國內量子科技領域師資。

二十四、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
為推動經濟計量學的教學與研究，並培育學術與實務人才，特整合本校既有教
學研究及相關單位資源，成立跨院系之功能性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
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舉辦定期之計量學術研討會。
(二)舉辦計量方法專題講習及國際學術會議。
(三)支援與經濟計量相關之研究計畫。
(四)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並出版國際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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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本校於 92 年 6 月 17 日成立綜合災害研究中心，經 6 年半與歷任主任(陳泰然
前副校長、譚義績教授、李清勝教授、郭鴻基教授)的努力，每年持續進步、成長，
並完成階段性任務。於 99 年 2 月 9 日變更中心名稱為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並
且修訂組織章程。

(一)成立目的
1.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所引致之災害，匯集本校氣候天氣災害相關研究
能量，進行氣象、水文、土石流與坡地災害研究。
2.加強國際交流與產學合作，提供高品質產出與服務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衝
擊，提高減災整備之效益。

(二)主要任務
1.整合本校相關人力及設備，從事氣候天氣災害防救相關領域前瞻性及實用性
之基礎學術研究。
2.舉辦研討會與訓練課程，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培育氣候天氣災害防救科技研
究及業務推動人才。
3.推動氣候天氣災害防救跨領域整合、產學技術合作與研發技術移轉，以及推
動氣候天氣災害防救科技之落實應用。
4.其他提升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之相關事宜。

(三)重要成果
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致力於此領域中推動跨領域合作，秉持著教學卓越、研
究卓越以及關懷社會的理念，協助中央與地方政府提升災害防救工作效能，近
年協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動之計畫經費：
1.100 年執行之計畫：共 32,703,048 元。
2.101 年執行之計畫：共 55,487,320 元。
3.102 年執行之計畫：共 57,583,987 元。
4.積極推動國際交流，102 年代表本校主辦 APRU 國際研討會(The 9th APRU
Research Symposium on Multi-Hazards around the Pacific Rim)。

(四)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1.防災服務團智庫之建構：防災產業已成為未來企業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由
產、官、學界所組成之產業鏈將由學界擔起防災學術創新、教育訓練及防災
智庫之角色。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長年參與經濟部水利署、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之颱洪應變協勤，已成功整合校內不同系所教授學者之專業智
識，並應用於天然災害之防救。未來擬擴大災害防救之參與系所、人員，建
立防災智庫，研擬防災智庫與政府機關及產業界之互動機制，並與國際接
軌，進而提升臺灣大學在國際災害防救領域之地位。
2.雄才大略計畫智慧型雲端防災監測預警之技術研發：為建置一連串符合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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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期間之洪災模擬分析模式，並將各模式優化、模組化與商品化，平時可
用於天然河道、排水系統、橋梁安全與坡地災害敏感地點之規劃模擬，而颱
風暴雨時可用於洪水淹水災害之預警，並整合學界、國研院與產業界能量，
分別負責坡地安全及資通訊的開發示範區域營運模式建構驗證、系統晶片機
制研發、預警警報介面平台；產業界則分別從事通訊晶片、IC 設計、通訊服
務模式、產品模具開發、通訊介面技術開發、感測晶片 IC 製作測試、安全
評估、防災營運等，共同執行颱洪防災監測預警技術研發，以創造社會與產
業效益。
3.智慧平台之發展：針對氣候變遷之下水文氣象、內水與外水洪水災害及土砂
災害等災防資料，以數位典藏方式進行資料之保存、處理、與整合，建置一
智慧防災平台，將災防資料進行分析及模組研發，創造更大的資料價值與應
用層面，提供災害預警、應變及復原之即時應變決策及永續教育傳承目標。
4.落實防災教育之推廣：將學校、社會與政府相關部門之災害防救教育資源加
以整合，使防救災體系及實際工作能與學校教育結合，以強化學生與民眾防
災素養。透過平時積極的防災訓練，使民眾充分理解災害發生之原因、過程
與歷史性大規模災害，以提升防災意識與認知。
5.擴大國內外學術與產學合作之交流：與國際頂尖防災體系簽訂合作協議，並
加強國內外防災科技之整合與應用，積極參與國內外防災論壇、學術研討會
及防災科技宣導等活動，以達到學術領導、技術到位及研究拔尖之發展目標。
6.國際防災學院之籌設：近年來氣候變遷，各種自然災害頻仍，本中心協助本
校與日本京都大學、國研院、警察大學、內政部消防署訓練中心以籌設「國
際防災學院與建構亞洲防災教研訓重鎮」為目標，期望建構亞洲防災教研訓
重鎮新型學術單位，從跨領域整合、全災害(all-hazard)的角度，進行都市防
災與防災型國土規劃；並進行人才的培育與提供在職進修的管道，因應未來
防災需求。短期目標：開設短期基礎課程、依防災工作需求，編訂全方位的
防災課程並推廣短期課程。中期目標：成立綜合性跨領域防災學程(對象為學
生、公部門業務人員，如國防部、衛福部、外交部、防災士培訓等)、舉行及
推動兩岸及國際災害防救學術交流、與國內外相關單位進行防災合作備忘錄
之簽署(如警大、國研院、內政部訓練中心等)、推動防災認證及證照制度。
長期目標：開設短期基礎、中階及高階課程，與日本京都大學、警察大學、
內政部消防署訓練中心合設國際防災學院，招收國際學生，合設課程，互相
承認學分，進行師資、學術及教學交流，並進行跨校國際合作研究，建立國
際級災害防救訓練中心。

二十六、發育生物學與再生醫學研究中心
99 年 8 月開始運作，為國內目前唯一以發育生物學為名之研究單位。運作期
間，持續與國內外發育再生相關學術單位進行交流合作。(本中心已進行之學術活
動請見中心網頁 http：//homepage.ntu.edu.tw/~ntucdbrm622/index.htm 與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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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校合聘鍾正明院士與本校同仁腦力激盪之後，決定以功能性形態形成
(functional morphogenesis)為中心教學與研究之主軸。藉由成立臺灣大學發育生物學
與再生科學研究中心，期結合本校各領域包括生科院、生農學院、醫學工程研究所、
醫學院及臺大醫院等各界專業知識與人才，整合相關研究與相關學程，形成一個教
學與研究的團隊，互相合作、互通有無。利用群體及整合的力量，開拓新知，向外
爭取經費，以促進並整合本校幹細胞醫學、組織工程學、發育生物學與再生醫學的
研究與發展，以及人才的培育與訓練，期待能與世界接軌，並追求卓越。
運作以來，邀請之發育再生領域學者來臺研討之所得成果非凡，促使中心各研
究群的組成，同時也發表了數篇卓越的論文，且由於鍾正明院士的帶領，中心的名
字已刊登於：
(一)S. J. Lin, J. Foley, T. X. Jiang, C. Y. Yeh, P. Wu, A. Foley, C. M. Yen, Y. C. Huang,
H. C. Cheng, C. F. Chen, B. Reeder, S. H. Jee, R. B. Widelitz, C. M. Chuong。
(二)Topology of Feather Melanocyte Progenitor Niche Allows Complex Pigment
Patterns to Emerge Science DOI： 10.1126。
(三)Maksim V. Plikus, Ruth E. Baker, Chih-Chiang Chen, Clyde Fare, Damon de la
Cruz,Thomas Andl, Philip K. Maini, Sarah E. Millar, Randall Widelitz, Cheng-Ming
Chuong。
(四)Self-Organizing and Stochastic Behaviors During the Regeneration of Hair Stem
Cells Science. 2011 Apr 29;332(6029)：586-9.。
2011-2013 年以中心名字發表的論文共有 46 篇之多，並舉行了 9 次國際研討
會，其中 5 次為主辦單位之一、4 次為協辦，3 年當中邀請交流之國外學者逾 35 人，
舉辦演講場次約 60 多場，至 2014 年 1 月 1 日止出刊了 35 期電子報期刊，成果有
目共睹。2013 年開設發育實驗課：由中心申請，目前由李士傑教授負責。執行率為
100%，成果報告豐富 。
未來發育再生中心執行目標包括：
(一)將本校校總區和醫學院之發育再生課程整合為研究教學發展。
(二)南加大與本校校總區、醫學院、醫院之間的國際研究合作計畫。
(三)與其他國際研究單位彼此學術交流與合作
1.Chiba cancer research center- neuroblastoma group。
2.Stanford- Howard Y Chang。
3.Groningen U, Netherland- Robert Coppes
還有許多未來的挑戰與方向可執行，例如：Long term development、Engagement
with the other centers or institutes、Stem cell therapy- clinical applications、3 D organ
culture、Regulation of functional morphogenesis、Bio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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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國際研究中心
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國際研究中心成立於 101 年，係高度跨領域整合研究中
心。研究領域涵蓋精密機械、電機電子、資訊通訊、自動化等學術理論與應用技術，
其產業關連性高(如 IC 工業、服務業、製造業)，具備火車頭產業特性，應用領域廣
泛，為智慧生活加值，提升生活品質。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學術及技術應用發展為
國家競爭力最重要指標之一，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及韓國均將此領域排入國家發展高
優先順序，並投入大規模研發經費。
中心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國家資訊與自動化研究院(INRIA)、皮
埃爾和瑪麗‧居禮大學(UPMC)合作成立跨國頂尖研究研究中心，將可借重他們優
質的學術水準及與技轉經驗，而這正是我國行政院產業發展方案(SRB)通過的智慧
自動化及機器人學術研究及產業發展亟需的重要協助。為落實國際間學術互動，本
中心亦接受多位來自法國、德國之交換學生來臺進行短期學術交流。
中心研究方向主要為認知機器人及智慧自動化的關鍵技術，並以醫療與健康照
護智慧機器人、整合製造自動化之智慧機器人、智慧服務機器人三大主軸進行前瞻
性核心技術研發，配合產業需求與產業界密切合作，規劃智慧機器人技術/創新商
業模式的產品開發。在醫療與健康照護智慧機器人方面，中心曾研發出按摩機器
人，可偵測趴臥病患脊椎位置並提供按摩服務。此外，中心也研發出能夠偵測醫師
頭部動作的內視鏡，讓醫師在動內視鏡手術時能藉由頭部動作操控內視鏡，提升便
利性。研發新型的復健手臂、期能發揮中心的技術實力，造福社會大眾，另外在整
合製造自動化之智慧機器人的部分，中心提出「機器人工具機化、工具機機器人化」
之概念，將機器人的技術引進工具機領域。而在智慧服務機器人方面，中心曾研發
出娛樂型熊貓機器人 RCMO，以及袋鼠機器人 Kangaroo。近年來也投入在國際間
甫興起的語意式地圖研究，為擁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打下基礎。
為求達成產業合作，並推廣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之技術及重要性，中心已與國
內共約 30 家廠商、學校以及重要單位簽署合作備忘錄，如美商 National Instrument、
德商 Faulhaber、上銀、東元電機、華寶通訊、研華、臺中精機等國內外重量級廠商。
並已成功執行技術轉移：與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七軸手臂的直覺式教導技術；與工研院機械所合作感測器融合最佳校正方法
於室內地圖建構使用技術，期望未來能持續發揮綜效，加速國內智慧機器人及自動
化產業科技研究水準發展，並協助業界轉型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
除了產學發展外，回歸到智慧機器人終將進入到我們日常生活世界，讓生活更
加美好。中心致力於每年舉辦智慧機器人創意競賽，以及國際機器人實 作競賽
IRHOCS(International Robot Hands on Competition & Symposium)，期透過競賽的方
式，鼓勵學生實際動手製作機器人，除可提升學生設計實作與創新研發的能力，更
可達到與國際接軌、寓教於樂、積極學習與思考創作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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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智慧聯網創新研究中心(原 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
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Intel-NTU Connected Context Computing Center)在科
技部(前國科會)、英特爾(Intel)公司與國立臺灣大學(臺大)三方的共同支持下成立於
2011 年，是英特爾實驗室(Intel Labs)與世界頂尖大學進行的「英特爾合作研究機構
(Inte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stitutes, ICRI)」計畫中，亞洲第一個研究中心。成立
的契機緣起於 2010 年，當時國科會為鼓勵國內學術研究與世界接軌，推動與世界
級研究單位的合作計畫，且適逢英特爾實驗室推出與世界頂尖大學共同研究的合作
模式，再加上本校積極推行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因此，在三方共同支持之願景下
整合資源，由國科會推動策略性規劃，本校負責研究創新，英特爾提供產業價值以
及全球化的視野與影響力，催生了此一國際級的產學合作。基於了解臺灣產業現有
的優勢與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之後，該中心乃針對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或稱為機器對機器 Machine-to-Machine, M2M)領域進行研究。
中心主要由三個研究概念字組成：連結(Connected)是將各種物件、感測器、控
制裝置相互連結以交換資訊；情境(Context)則是分析巨量的感測資訊以得知正在進
行的活動或是使用者欲達之目的；而運算(Computing)則是連結大量且多樣的裝置以
交換資訊，互相連結分析提供智慧服務，而能夠對人類的生活體驗能夠有所貢獻，
達到更安全、便利與舒適的生活。
中心每個計畫皆由本校教授(包含電資、工、生農、管理等學院)參與主導，結
合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臺灣科技大學等學術界菁英的研究能力，與
英特爾實驗室的研究人員進行長期且深度的互動。中心主要挑戰與物聯網相關的四
大關鍵技術並因此區分為四大研究群，分別是綠能感測平台(SIGGSP，Green Sensing
Platform)、自主重組連結(SIGARC，Autonomous Reconfigurable Connectivity)、情境
分 析 管 理 (SIGCAM ， Context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以 及 智 慧 感 測 應 用
(SIGSSA，Smart Sensing and Applications)，並結合四大研究群之力自然地發揮出綜
效(synergy)，在智慧聯網時代發展出最完善的解決方案。
綠能感測平台研究群的研究目標是把習知的感測節點更加地智慧化，首要任務
是發展高效能、低功率、低成本的晶片及模組，且必須能搭配綠色能源運用，開發
出一套綠色感測平台。在處理單元，將增設視訊處理與分析；在感測單元方面，將
把感測器與節點予以積體化；在收發機單元方面，將開發低耗能收發機；在電力單
元方面，將增加能量採集技術。自主重組連結研究群的目標，則是發展出一套能夠
讓機器可以自行找出空閒頻帶的技術，提高機器到機器之間的通訊效率，且得以自
主連結；在連結通訊方面，未來的數百億的機器必須互相連結，而且必須立即連結，
此舉需很大的頻寬量，甚至在高速行進以及快速移動的同時，還能夠完成連結，此
為本研究群最主要的研究重心。情境分析管理研究群則主要真對系統階層，處理並
分析萬物連結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巨大資料量，同時也必須解決跨通訊層時所會遭
遇到之關鍵性與挑戰性的問題。在巨量資料的時代，大量資料上傳雲端之後，透過
情境分析的能力，機器便可以根據先前創造的條件與模式進行預測，然後採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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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此機器需要強大的運算能力，才能進行資料分析並且創造情境模式，而保密
安全及保障隱私的能力也須留意、提升。智慧感測應用研究群的目標則是從應用面
出發，以智慧行車、智慧農業與智慧居家等角度來觀察未來物聯網技術所引發的挑
戰，並進而著手解決。
由於全球資訊已逐漸地改變人們生活，智慧聯網以及 M2M 感測運算技術的需
求與日俱增，已被視為下一波產業發展之趨勢。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致力於研究
智慧聯網，讓數以萬計的感測器及電子裝置，在不需人力介入的情況下，便利的相
互連結並交換訊息，以提供最貼心的服務。
另為因應時代變遷，本中心於 105 年更名為「智慧聯網創新研究中心」。

二十九、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研究中心
中心目標乃整合與提升本校「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領域之研究成果，建立世
界級的卓越學術研究團隊，協助政府、企業、及民間組織落實相關政策與防災技術
的應用。

(一)推動策略
1.在社會服務面向，爭取交通部 Safe Taiwan 合作推動、交通部防災服務團角
色(先行協商)、水利署防災應變、新北市防災應變、農委會社會服務、推動
防災工程智庫、積極推動綠能及農糧等自然災害防災專業服務。
2.臺灣豪雨氣候基礎學術研究，氣候變遷生態影響研究，災害防救課程及教材
開發；致力推動教育訓練事宜，校外服務社會、校內服務臺大。
3.加強國際交流，達成永續土地利用與生態系統管理之最新研究發現、資訊與
經驗等國際交流並促進高學術品質之 SCI 論文之產生與發表機會。
4.創立「工程視覺化期刊」：與澳洲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 Australia)合辦
新的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Visualization in Engineering，增進本校在國際
上之聲望。

(二)規劃遠景
1.整合學校資源，校級互動平台，提供優質環境，加強頂尖人才培育。
2.學術研究：在研究上，適合進行深入分析之議題，亦將研究成熟之內容規劃，
積極發表期刊論文。重視防災方面研究、重視氣候變遷所帶來之生態衝擊與
因應研究、重視防災資訊視覺化呈現技術。未來朝向建立相關研究之資料平
台，加強跨領域合作。
3.重視劇烈天氣以及防災的工作，針對臺灣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擬定重要議
題研究方向，探討國家在面對氣候變遷問題時提出的氣候治理整體策略。
4.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可階段性與國內外研究學者、政府部門等交流合作。
5.發表重要成果，舉辦學術論壇、公民論壇，公開研究成果，促成實質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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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分子生醫影像研究中心
分子生醫影像研究中心之特色為臨床、完整、與創新。相較於國際之分子影像
中心，本中心藉由校級整合，結合年輕教授由下而上之創新動力與過去紮實之實際
研究經驗與成果，將基礎研究所帶來的創新發現落實於臨床實驗平台，是國際上極
為少有之跨領域且完整之臨床分子影像研究中心。
中心研究目標涵蓋基礎分子醫學研究與新型分子生醫影像技術開發、轉譯醫學
研究，以及尖端臨床分子生醫影像研究。中心未來發展之重要分子影像技術包含：
乳房正子攝影術、生物環境電鏡技術、高速高解析度核磁共振分子影像技術、三波
段紅外線影像技術、自動化三維超音波乳癌篩檢系統、可攜式超音波影像系統、先
進光聲影像技術、奈米超音波技術、生物近場顯微術、倍頻式虛擬光學切片術、遠
場超解析度光學顯微術、共軛焦光纖內視鏡、多光子螢光生命期顯微術、兆赫波光
纖內視鏡及高解析度 X 光攝影術。研究主題涵蓋水/蛋白質/脂質分子結構奈米與原
子等級電鏡/原子力顯微鏡/超音波顯微鏡影像、活細胞內單分子超解析度電鏡與光
學影像、活細胞內分子信號傳遞動態光學影像、活體內自有分子對比信號研究、活
體內高解析度、高穿透度功能性分子影像等。在分子探針開發上，將針對癌症、心
血管疾病、腦疾病、新陳代謝與內分泌等重要疾病設計各種影像模態之分子探針，
進而進行臨床分子影像實驗。
未來亦將結合奈米醫藥、抗體工程之相關技術，進行多功能性之對比顯影劑開
發，並從事跨模態研究，亦將對於幹細胞之標定追蹤提供相關之研究平台，為邁向
未來「個人化醫療」時代作出具體之影響與貢獻。在發展策略上，將全面整合校內
之相關研究資源，並擴增現有的研究平台，深化既有跨領域之基礎科學研究，並拓
展影像醫學與臨床醫學之轉譯研究，以達成研究、教育及臨床應用上的最佳結合。
因具有許多分子生醫影像先進核心技術，未來將應用多種分子影像技術於轉譯醫學
領域，藉由不同影像模態間超高解析度與功能性影像之整合，將研究室完成之臨床
前實驗動物模式進一步提升至臨床試驗之層級，並藉由臨床觀察到之困難，在實驗
室借由動物模式之研究來回答問題，從而提高臨床研究與基礎研究之互動性。在臨
床及臨床前試驗中將會導入超高解析度之各種影像檢查，及具標靶功能之生化標記
顯影劑，研究基因表現、疾病機轉與藥物療效，並期能直接觀察藥物在體內分佈與
代謝情況，並直接觀察活體細胞及蛋白質層級之變化，以對於腫瘤治療、新藥發展
提供前所未見之新工具等。
未來將積極與臺大醫院及醫學校區人員合作，共同進行臨床試驗研究，期在不
久的將來晉身國際頂尖之臨床生醫分子影像卓越中心。未來擬獲得下列成果：(1)
研究論文之質與量及引用次數，在國內相關學門居領先地位，且發表於如 Nature、
Science、PNAS 等級之指標性期刊；(2)每年超過 50 篇論文發表於前 15%之期刊；
(3)申請 50 項國際專利，技轉該領域研發新科技，協助生技醫材公司設立與轉型，
提升生醫影像產業國際競爭力；(4)在臺大醫院進行個人化醫療新科技之臨床試驗並
完成 5 項以上之 TFDA 取得。其中以(4)為第一優先目標，(2)為次優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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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智慧健康科技研發中心
智慧健康科技研發中心整合本校相關學院研發資源，進行健康智慧化相關科技
之研究，發展整合性遠距照護服務新模式，建立以病患為主的居家醫療環境，以及
社區健康管理體系。

(一)中心宗旨
1.構建產學合作之整合平台與經營模式，引領臺灣智慧生活科技與服務之前瞻發
展，並橋接學研機構研發能量至產業創新應用，提供產業價值鏈中，關鍵技術
與消費市場兩大缺口之解決方案。
2.期望該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助於遠端急重症與居家醫療照護，節省國家醫療經
費投資，並打造臺灣醫療服務品牌，帶動遠距照護產業的發展。
3.推動臺灣成為亞太地區智慧生活科技與服務產業的創新聚落，進一步帶動整體
經濟發展與提升國民福祉。
秉持成立宗旨，智慧健康科技研發中心未來 5 年發展計畫目標，除了運用與整合
臺灣大學相關學院研發資源外，將成立大學衍生新創公司，擴展服務範圍，藉由
學術界和產業界綿密的合作，達到創新資源整合的最大效益。

(二)未來五年發展方目標
1.學術界未來五年發展目標
本中心持續運用研發中心累計多年的數百萬筆資料庫，開發各式自動判讀系
統，以及臨床決策支援系統(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等人工智慧。有
效加值運用遠距照護平台之資料庫，開發心電圖自動判讀系統和傷口自動判
讀系統，進一步延伸發展多導極心電圖機及其判讀系統，和紅外線傷口自動
判讀系統。目標為結合臺大品牌差異化領導優勢，和高進入障礙與模仿障
礙，藉由大學衍生新創公司將研發成果商品化，運用到產業界，以融入巨量
資料分析與人工智慧判讀的科技輔助，讓遠距照護產業成為科技與醫療創新
整合的新產業。
2.產業界未來五年發展目標
本中心規劃成立大學衍生新創公司，以將遠距照護服務輸出至國際為目標，
計畫結合專業醫療團隊、ICT 軟硬體技術開發及管理平台系統整合研發，組
成遠距健康照護創新服務。為因應老年化、慢性病成長社會所伴隨的照護需
求，期許藉由自我有意識的健康管理與專業醫療人員的協助，透過 ICT 技術
克服距離障礙，及協助個人健康資訊整合，達到即時通報緊急狀況、傳遞醫
療所需生理資訊，最終獲得迅速治療及後續康復照護資訊，有效提升老年人
自我照顧能力和社交心理需求；協助年輕世代照護家中長輩，提供多元的醫
療照護安全網；藉由醫院、學校研究單位及產業共同合作，教育民眾自我健
康管理及疾病預防意識建立，深化協助醫療監測之 ICT 技術及裝置正確性和
使用接受度，拓展、廣納遠距醫療聯盟成員，與異業結盟提供整合性服務，
建立新型態醫療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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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光電創新研究中心
有鑑於近年來全球對於視覺顯示、再生能源及節能技術之迫切需求，光電產業
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已躍居重要地位。因應此趨勢，本校於 100 年 8 月成立光電創新
研究中心，期盼能整合校內外光電資源，進行產、官、學合作及開發新式光電技術
(包括太陽光電、顯示科技、照明光電、基礎光電科學、理論光電與其他應用等領
域)，進而厚植本校光電研發實力，並促進我國光電產業之發展。

(一)中心主要任務
1.整合校內研究團隊，提升研究能量。
2.促進產學合作，協助業界技術升級、推廣前瞻研究方向。
3.積極與國際研究接軌，促進學校及國際間之合作。
4.促成中心成為校內外產官學及國際交流互動之平台。

(二)現況與發展
1.整合校內外光電相關資訊
目前已彙整涵蓋校內跨院系所之光電領域 150 位師資及超過 100 門的課程資
訊，同時亦針對國內超過 150 家的光電相關產業依類別進行區分整理，希冀
提供有志者對光電領域現況及資源有全面性的了解。
2.舉辦學術研討會及業界交流討論會
近年來已舉辦「臺日雙邊奈米光電及電漿超穎材料研討會」、「有機太陽能
電池及全球進階研讀學校」、「臺灣光電科技研討會」等大型學術會議，並
與台積電、友達光電、華碩等知名大廠及中小綠能產業進行技術交流，將有
助於產學間的技術合作及解決技術研發上的挑戰。
3.開發光電相關技術
目前研究團隊在「前瞻能源光電科技」、「可撓顯示及照明元件」及「光電
材料表面與介面物理」三方面已有突破性研究成果。

(三)未來五年發展目標
1.持續整合本校之研究人力及設備，組成光電研發團隊，進行重大議題之創新研
發，以爭取大型計畫。
2.提升光電工程、科技、自然及產業環境為重點之研究，提供政府、企業界、及
民間組織決策之諮詢，進而協助國家政策與方向制定。
3.促進光電相關議題之研發合作及學術交流活動。
4.培育研究人才，推動國內與國際前瞻性光電之研發能力及教育。
5.持續研發兼具再生及節能優點之光電技術，以及可以配合隨身裝置之光電顯示
和感應科技，並將研究結果導入產業，最終再導引其創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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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本中心為跨領域「數學-科學」的研究場域，整合校內現有的卓越「基礎理論
科學領域」。本校在基礎理論科學向來居於國內領先地位，在過去幾年的努力下，
在自然科學領域已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其中有若干數學與物理學項目，在國際學
術界已占有優勢，未來將有獲致重大突破的機會。中研院原分所、數學研究所以及
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國家理論中心北區皆位於本校校總區鄰近位址，本中心
在有利的地緣條件下，將可促進不同的理論科學學科間的水平橫向連結，可增進更
多的創造力以及激發全新的跨學科研究方向，進而引導出全新的跨領域合作。
中心積極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擔任中心科學家或到中心訪問，增進實質合作，並
舉辦研討會及短期課程，邀請國際重要學者做專題演講，提供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
交流的機會，吸引學生投入跨領域科學的研究，培育優秀且具潛力的人才。
未來 5 年將積極地提升論文的質與量，強化已組成具國際競爭力的研究團隊，
進而成為亞洲重要的學術交流中心。在人才培育方面，積極培養優秀年輕數學及計
算物理學者，並進行跨領域合作及兼顧國家發展面向，以提升本校的國際知名度。

三十四、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有鑑於臺灣對外面臨全球化趨勢、區域經濟整合及新興發展國家崛起等衝擊，
國內則面臨消費、投資不振、財政赤字、所得分配嚴重不均、兩黨政治競爭激烈等
問題，就個別議題而言，教育、核能、環保、人口、司法改革、黨政、國民健康、
財政收支、公營事業民營化、貧富懸殊、產業結構創新等問題，均為與臺灣未來發
展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議題。由於各項議題必須做深入且長期的研究，進而提出政
策建議或法律案，以切實解決問題，故於 100 年年底成立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本中心依設置要點，置主任、執行長、副主任；設諮詢委員會，由校長就校內
外相關專長領域人士遴聘諮詢委員，評議諮詢本中心人事、經費及相關業務，學術
副校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

(一)總體目標說明
本校專業領域完整，人才眾多且學有專精，立場中性客觀，本中心提供整合平台，
結合校內外跨領域學者，以當前國家社會亟需或人民目前最關心的議題研擬研究
主題，依據問題的重要性和時效性進行各項公共政策議題整合專題研究及立法計
畫之研擬，舉辦各項公共政策議題之研討會、座談會、公聽會等，對公共議題提
出政策建議與推動立法，以研究為體、政策制定與立法為用，最後提出政策建議
與法律案，藉此達到確保國家生存發展，增進人民福祉的目的。

(二)現況說明
本中心研議推動各項社會關注議題，100 年 12 月至 102 年 12 月共執行 37 個計畫，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68 人，其中校內教師 51 人，校外學者專家 17 人，尤其「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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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法及其審查機制之建立」、「人民觀審制度之研議」、「教育政策程序」、
「十二年國教」及「媒體集中防制之立法研究」等計畫，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相當
的重視與迴響，對實際政策之執行產生重要影響。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1.針對重大公共議題，籌組研究團隊。
2.將既有執行完畢的研究計畫努力落實為國會法案或政府政策。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1.藉本校豐沛研究資源支持重大公共政策議題之研究。
2.藉公共政策之研究激發本校師生關心國事、服務社會之熱情，並培養公共政策
的研究與實踐人才。
3.發揮跨領域互動平台的功能。
4.藉公聽會使中心與民眾結合。
5.藉記者會使中心與媒體接軌。
6.透過網站建構小眾傳播，強化研究成果的社教功能及對政府政策的影響。
7.深化與政府及國會之關係，以提升中心研究成果落實為政策與法案的可能性。
8.將社會共識較高的研究成果優先推動成為政策或法案。
9.諮詢公關公司專業意見，加強與政府和國會的關係。

(五)預期效益
研究成果能否落實為政府政策與國會法案，涉及主政者及國會議員的考量以及政
治情勢的發展，故預期效益較難評估，惟透過社會知名度的持續上升及公共關係
的建立，中心影響力攀升應是可以預期的。

三十五、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隨著臺灣近年來社會、經濟、家庭及人口等變遷，臺灣面臨到許多與家庭、兒
童、少年相關的社會問題，例如：少子化、兒童虐待與疏忽、家庭暴力、青少年毒
品濫用等。為了尋求解決以上問題的方法與策略，本校與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
金會合作，結合校內外相關學術資源與人員，於 101 年成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
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一)總體目標
1.探究兒童少年及家庭問題。
2.提出創新服務模式與政策建言。
3.發表兒童少年及家庭相關學術研究成果。
4.與國際兒童少年及家庭相關組織合作。
5.發展成為臺灣一流之兒少、家庭福利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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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進行之業務
1.臺灣出生世代研究計畫。
2.童權指標專案。
3.社會福利地理資訊系統研究。
4.華人父母教養與入學準備研究。
5.兒少社會及家庭經驗追蹤資料庫。
6.本土化兒童司法訪談程序。
7.青少年生活技能訓練。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1.結合 GIS 系統研究，發展與整合社會福利資料庫，提升政策效能、拓展服務之
可近性。
2.針對臺灣的孩童與青少年進行長期全國追蹤資料庫，藉以了解國內兒少受暴情
況及暴力對兒少身心健康與社會功能的立即與長期影響。
3.建構本土化的兒童訪談程序：培訓相關專業人員成為司法訪談者(Forensic
Interviewer)，以取得有證據力的兒童證詞，保障兒童的司法權益(包括性侵害案
件、兒保案件、目睹兒童等)。
4.發展臺灣童權指標，並與國際童權指標接軌。
5.關注臺灣兒童少年物質使用問題，透過青少年生活技能訓練，整合學術與實務
層面，發展本土的防治對策。

三十六、健康資料研究中心
如何在民眾隱私受到保護的前提下，妥善運用健康資料，創造加值應用，嘉惠
人民與社會，是近年來廣受歐美各國及我國政府重視的發展方向之一。為了達成上
述效益，臺灣大學規劃及建置「衛生福利部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臺灣大學研
究分中心」(簡稱分中心)，同時為了與該分中心發展長遠研究夥伴關係，特成立功
能 性 國立 臺灣 大學 健康 資料 研究 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alth Data
Research Center」，NTU HDRC)，期望在「保障個人健康隱私」之前提下，推廣健
康資料研究，促進健康資料加值。

(一)成立旨宗
1.願景：幫助人們活得更久、更快樂。
2.使命：提供臺大研究人員最佳之健康資料研究環境，讓健康資料經過學術研究
加值，發展具應用性之集體資訊，以促進公共衛生決策品質及創新醫療保健服
務業，增進全民福祉。
3.理念：保障個人健康隱私、促進健康資料加值。

(二)執行任務
1.整合本校健康資料分析研究與加值之相關研究工作。
2.辦理教育訓練，推廣健康資料分析與加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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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育健康資料分析研究人才。
4.提供健康資料分析研究諮詢。

(三)未來五年發展目標
未來 5 年的發展目標則是落實上述任務的執行，推動健康資料研究產學合作，以
期透過學術研究的力量，提升產業競爭力，創造臺灣健康資料研究之國際聲望。

三十七、創新藥物研究中心
人類基因解碼之後，經由基因體學與蛋白體學等新興生物科技領域之研究，提
供許多治療標的，演變為個人化醫療，因此後基因時代研究之最終目標，在於提供
臨床上新的治療藥物。國內目前許多生物科技領域研究單位已培育不少相關人才，
惟這些單位，尤其在學術界，均是片段、缺乏一連貫的由基因體序列，經由基因體
學、蛋白體等標的研究，延伸轉譯至新藥之研究，若能整合並推動先導化合物之探
索與優化，將提升我國在 21 世紀後基因時代新藥研發之競爭力，有機會再創我國
經濟佳績。中心規劃培育此領域未來國家發展所需之高階人才，並提升本校此領域
之研究能力，以期達到世界一流之水準，進而帶動國內生技製藥科技領域之發展。

(一)使命與願景
1.願景：提升臺大創新藥物研究在國際上的地位。
2.使命：建立一個邁向永續發展平台，作為新藥探索與商業化間的橋梁。

(二)任務
1.結合各相關領域與校級研究中心。
2.進行校內跨領域之新藥探索研究。
3.協助培育下一代創新藥物研究發展之研究人才。
4.藉由與其他學校、研究中心、產業界和學術界之合作，提供創新藥物研發及臨
床前試驗藥物開發的機會。
5.促進本校醫藥研究之基礎建設。

(三)核心價值(SSCI)
1.Sense of mission 使命感。
2.Sharing 分享(高階人才的再教育以及經驗分享、傳承)。
3.Collaboration 合作(與校際、產業、領域、政府、資源等整合)。
4.Innovation 創新。

(四)發展策略
1.透過學界和業界之間合作，選定具市場潛力且醫療需求性高之標的。
2.聚焦於初期探索階段具有潛力的標靶。
3.銜接臺大優勢和對外合作關係。
4.尋求快速且可得的(3-5 年)成功案例。
5.優先著手於確效的標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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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創新藥物產業聯盟(consortium)。
7.善用政府經費與資源。

(五)未來五年主要目標
1.積極參與本校癌症、感染症以及神經科學等三大研究群合作新藥開發。
2.接軌校級研究中心，與國家型生技製藥研究計畫相結合。
3.成立產業創新藥物策略聯盟，以作為新藥探索與開發間之橋梁。
4.至少有一個創新藥物進入臨床第一期試驗。

三十八、海洋中心
為整合海洋相關領域之教學、研究、設備、人才，本校於 100 年 12 月 25 日，
成立跨院系之功能性海洋中心(Ocean Center of NTU)。中心之主要任務有：(一)執行
整合性與議題性之海洋基礎研究。(二)進行海洋政策、法律與經濟之研究，協助政
府海洋事務之施政與法案制定。(三)提升海洋研究、環境保護與產業所需之工程、
生物與資訊技術。(四)整合校內海洋教育資源，培育國家海洋專業人才。(五)推動
國際海洋學術、事務、教育與文化之交流與合作。
由於本中心為一新成立單位，各方資源匱乏，正積極尋求經費支助，以利推動
中心業務，讓中心的海洋平台及早發揮功能。近期業務在本校海洋研究所有限資源
協助下，加強海洋基礎研究能量，具體推動重點工作為：
(一)海洋天然氣水合物資源探勘：臺灣西南海域海床之下蘊藏了大量的天然氣水合
物，很有可能提供未來臺灣的能源需求。本校海洋研究所、地質科學系與化學
工程系的同仁在我國海域天然氣水合物調查研究方面扮演關鍵的角色，海洋研
究所「海研一號」研究船以及貴重儀器中心在臺灣西南海的天然氣水合物的探
勘調查上則提供了最主要的技術支援，未來更將透過國際合作建立尖端海床探
測技術，協助天然氣水合物的探勘與開發。
(二)海洋儀器開發：過去 30 年來，海洋研究所因管理運作「海研一號」研究船，建
立了電子儀器開發基礎，佐以貴儀中心技術人員豐富的海上作業能力，為國內
最具發展海洋儀器開發測試的團隊，可為海洋科技在臺灣生根貢獻心力。
(三)深海錨碇浮標設計與布放：臺灣位處西太平洋亞熱帶，首當北太平洋颱風影響，
不論是以研究船或海上錨碇方式進行探測，臺灣東部外洋為監測研究海氣互動
現象的絕佳場域，若本中心能成功地建立於開放海洋中的即時氣象與海象觀測
能力，對國家社會將有極大的貢獻。

三十九、台積電-臺灣大學聯合研發中心
(一)單位功能簡介及總體目標說明
由於 IC 製程的進步，元件節點即將邁入次 10 奈米節點，其中有許多複雜的物
理機制、化學機制及工程技術需要克服。台積電在與 Intel 及三星的競爭中，
需要許多創新及優秀人才的加入，為此，台積電與本校於 102 年 8 月 1 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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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台積電－臺大聯合研發中心，期能結合產學研發力量與資源，打破未來半
導體研發的極限。中心目前設置主任、副主任及執行長各一人，並聘有計畫經
理及專任行政助理數名，協助中心庶務及計畫行政業務。除了行政人力以外，
本中心也網羅本校電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等跨領域教授 20 餘名、中研院
與國家奈米實驗室研究人員，以及上百位學生研究人力。
作為跨領域之產學合作研究中心，台積電中心最主要的功能在於結合本校最頂
尖的研究人才及豐碩的研究能量，以及台積電在半導體領域原本之 know how
和相關製程資料，共同投入於次世代先進奈米半導體元件的開發研究，找尋
More-Moore 技術上困境之解決之道，期盼藉由資源投入、團隊建立與能力建
構，率先進入 7–5 奈米新世紀，使臺灣成為全球激烈半導體競賽中的要角，並
且鞏固我國奈米電子技術之核心競爭力。

(二)現況說明
展望未來，小於 10nm 的 More Moore 下一世代半導體技術，因尺寸接近數個
原子大小而極端困難，亟需凝聚學研產的研發力量，一同努力克服 More-Moore
技術上的困境。為了要維持技術的競爭及菁英人才的培育，本校與台積電經過
嚴密的協商，以 7-5nm 技術世代做為合作研發主軸，除台積電每年提供足夠之
經費供中心運作，並爭取到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簡稱產學大聯
盟)補助，執行大聯盟計畫—7-5nm 半導體節點技術研究。
產學大聯盟計畫分別針對 7–5 奈米的元件製程整合、製程模組技術及計算電子
學加以研究，並探索突破物理及技術上的極限。要打破物理極限，就要對物理
有深入的了解；要製作高效能又低成本的 IC，就必須對製程、設計方法和設
計自動化有極大的創新，為此，本中心大聯盟計畫研究團隊現正積極投入於以
下研究：
1.7–5 奈米元件製程整合 I：靜電控制、微縮效應、元件性能等。
2.7–5 奈米元件製程整合 II：終極互補金氧半場效電晶體的科學與科技研究。
3.7–5 奈米製程模組技術。
4.7–5 奈米計算電子學及驗證。
藉由國內一流學者與具國際競爭力之企業結合，將學界研發能量投入業界，相
信可逐漸縮小產學落差，共同開發世界級之產業前瞻技術，以強化臺灣在尖端
科技產業的關鍵技術能量及專利布局。

(三)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產學大聯盟計畫為期 5 年，是本中心未來 5 年最為核心的計畫，除大聯盟計畫
外，台積電中心也將持續與各學院進行臺大教授進行個別的聯合研發計畫
(Joint Development Project, JDP)以及校園快梭計畫(University Shuttle)，前者可
藉以彌補台積電內部研究之不足，後者則可激發 IC 設計的創意，使學校教授
或學生的設計得以有實體晶片進行研究，經由研究計畫更可培育碩、博士級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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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鼓勵本校頂尖大學部及碩博研究生加入本中心進行奈米電子相關的研
究，從而成為未來半導體科技的國際級領袖，亦是中心的重要使命之一。本中
心提供多元化的學生方案培育在校學生，包括：獎助金、跨國訓練、暑期實習、
研發替代役/預聘、台積電中心研討會、博雅沙龍、個別諮詢等。
下圖是中心未來 5 年的業務發展重點，本中心一方面希望藉由研究計畫所產生
成果之專利布局，提供作為我國主要半導體製造公司研發部門強而有力的科技
基礎，為臺灣未來 20 年奠下成功及扎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研究
計畫的淬鍊與本中心提供的多元化學生方案，為國家培養一批優秀且具有國際
視野的半導體科技領袖人才。

(四)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本中心以成為半導體技術領域一流之產學研發團隊、培養國家未來所需之半導
體科技人才為目標，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如下：
1.蓄積前瞻研究能量
(1)強化台積電大聯盟研發團隊。
(2)持續提供本校教授聯合研發計畫(Joint Development Project, JDP)。
(3)補助本校教授研究計畫之部分經費。
(4)規劃、參與本校相關研究中心，創新 IC 技術。
(5)協助邀請國際一流大師來本校演講開課，甚至邀請至本校研究。
2.深化產學雙向合作
(1)規劃特定教授參與台積電內部之研討會或短期課程，以及邀請台積電研發
人員來校演講或參與研討會之雙向交流。
(2)推動台積電校園培育與招募計劃，與臺大在科技研發、財務、管理、法律、
工業工程、人力資源、工安環衛、廠房營建等各項領域研究合作。
(3)提供參與研究之學生額外的研究津貼及助學金。

(五)預期效益
1.產學雙贏
本中心產學合作之方式為：業界出題、學界找答案。藉由凝聚創意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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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緊密接軌分享 know how，激盪出尖端技術供產業使用，以鞏固臺灣半
導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提升本校在半導體領域的學術地位，創造產學
雙贏。
2.人才培育
藉由政府補助及業界投入，本中心可運用跨領域資源、提升及培養出具有半
導體關鍵技術之博、碩士人才，進而提升研發水準，為臺灣半導體產業未來
紮根。
3.提升國家競爭力
藉由各項研究計畫將可強化本中心產學聯盟團隊的研發能力，併肩合作努力
提升我國奈米電子技術之核心競爭力，並為成為全球激烈半導體競賽中的領
導者。

(六)考評
本中心現階段以執行產學大聯盟計畫為主，除配合科技部之計畫考評外，中心
考評機制有二：(1)合作業界評核：由台積電指派之副主任偕同台積電內部技
術委員會逐年審核；計畫內容經雙方同意亦可隨時修改更新，以克服瞬息萬變
之國際競爭。(2)外部學者專家評核：中心設有諮詢委員會，邀請外部學者專
家擔任諮詢委員，並依本校規定，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藉由這些外部學
者專家的諮詢建議，將可對本中心運作與發展提供更宏遠之考核建議。

四十、聯發科技-臺大創新研究中心
近年來智慧手持裝置已成無所不在的科技產品，運算與連結能力的提升與廉價
化，使電子技術的革命，由企業、產業啟動，進而改變社會、國家與人生。然行動
通訊網路不斷發生超載的問題，網路容量的提升速度遠不及數據流量指數上升的幅
度，一般認為即使第四代(4G)行動通訊網路的部署，仍無法滿足 2020 年以後的流
量需求，因此開始第五代(5G)行動通訊系統的前期研究有強烈的必要性。5G 行動
通訊的技術目標為容量千倍、速度百倍、節能十倍。舉例言之，下載一部容量 800M
的電影只要一秒鐘，因此在往後幾年內，學界和工業界研究人員將面對極為嚴峻的
技術上挑戰。另外，開發符合使用者體驗的殺手級應用也是極重要的課題。有鑑於
此，聯發科技與臺灣大學攜手合作，在臺大校園內設立此一研究中心，將學界豐沛
的研發能量導入業界，前瞻領航，以探索並開發出符合未來需要的行動終端關鍵技
術，進而引導產業升級。

(一)設立宗旨及任務
「為本校培養開創性科技人才，為企業開發前瞻技術」為本中心設立宗旨；以
此為出發點，本中心之設置任務可簡述為：
1.推動本校於晶片、通訊、軟體、系統與醫療電子相關之前瞻技術研究，建構
整合共同核心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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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並促進前瞻性跨學院、跨領域之研發與應用，縮短產學落差。
3.培育具前瞻視野之跨領域重點研究領袖人才。

(二)未來五年發展計畫目標
為維繫臺灣半導體及整體高科技產業之國際競爭力，我國必須更積極投入前瞻
技術研發布局，期望在未來 5G 技術領域上能擁有國際發言權和產業競爭實
力。如此高速的行動網路技術，讓單一的行動裝置在瞬間傳輸更多的資料，用
以實現更多的應用。未來將是一個雲端與行動同時存在、互助互補的行動雲端
世代，行動裝置的功能，逐漸演進提升，提供更好的用戶體驗。預估 2020 年
將進入 5G 行動通訊網路市場，主要的驅動力來自於預估的兩大創新應用：3D
擴增實境及物聯網。要在行動裝置上實現日益強大的應用情境，行動裝置上是
否具備高效率的行動網路和處理機平台，是啟動上述應用的關鍵。未來的行動
應用、行動網路和處理機平台勢必環環相扣、快速共同進化，了解周遭環境和
使用者需求的 Context-Aware 技術、3D 擴增實境應用、感測各種周邊資訊的
Smart Sensing 技術、分析大量感測資訊做出即時反應的 Big-Data 應用，將驅使
行動網路和處理機技術的研發，因此本中心未來發展目標及規劃為：
1.終端裝置的計算能力： 終端裝置必須能夠有能力處理日益複雜的資訊。
2.終端裝置的聯網能力： 降低行動終端裝置透過無線通訊網路連結至雲端的
延遲時間。目標是滿足未來的高速率、低延遲、無處不在(Ubiquitous)連網應
用的需求，針對 5G 行動通訊技術訂立三項技術研究課題：頻譜效率提升、
頻寬加大、網路布建密集。

四十一、創意創業中心
創意創業為本校未來首要行動倡議，期透過有效的發展策略與資源配置，整合
校內外教研資源與校友網絡，建構臺大創意創業園區，打造從學術研究、市場應用
到發展新事業的有利環境，以整體提升師生的產學合作與創業動能，使創業成為臺
大在亞洲大學圈的獨特競爭優勢，甚至華人世界頂尖的創意創業引擎，爰於 103 年
6 月 24 日行政會議通過成立創意創業中心。

(一)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1.以創意創業中心作為臺大創意創業活動的服務平台
本校創意創業中心將定位為校內創業活動倡議(Initiation)的推動單位、師生創
業的培育(Incubation)單位、校內相關於師生創業行政管理的整合(Integration)
單位、推動創業活動機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單位；期能成為臺大創意創
業活動社群整合與生態建構的核心服務平台。
2.建構臺大創意創業生態園區(NTU-X)
中程策略目標將以創意創業中心為核心，向外延伸發展策略行動，並鏈結每
一個策略行動，建構出臺大創意創業生態圈。其具體策略性活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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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臺大創業天使投資基金，針對進入創業加速器的創業團隊，提供資金
與外部資源的輔導。
(2)成立早期種子基金，針對選入臺大車庫的創業團隊，提供初期發展所需資
源，由種子基金管理公司負責運作。
(3)舉辦創業星光大道活動，每年舉行全校規模之創業競賽活動，激發全校創
業動能，實踐創業行動。獲勝創業隊伍進入創業加速器，接受密集創業輔
導，與天使基金優先投資機會。
(4)成立臺大創業加速器，針對創業星光大道獲勝團隊，提供密集的創業輔導，
以加速新事業的起飛。加速器由中心政策指導、創聯會實際運營，以充分
連結內外部資源。
(5)創業社群 X-Party，以固定時間、常態性的創業社群聚會，分享跨領域知
識、創造興業機會、凝聚社群意識。由創創中心/創聯會籌劃與執行，以
擴大臺大創業生態圈相關人員的參與為目標。
(6)國外創業成長計畫，連結國外相關的創業育成或天使組織(如 SVA 或 Sirus)，
協助潛力創業團隊開拓國際視野。
(7)建構 EMBA/校友業師社群，廣泛結合臺大 EMBA 與創業校友社群，引進
成為臺大車庫與加速器的業師來源。
(8)跨領域創業研究社群，針對臺大創業園區與生態的發展，建立跨領域的創
業研究社群。

四十二、醫療器材研發中心
由於醫療日新月異及全球先進國家少子化影響，近年來，高齡化浪潮促使醫療
需求持續湧現。以歐美地區為例，醫療照護費用持續增加，如何提高照護效率以降
低醫療支出的解決方案，成為醫療器材研發未來的主流方向。在臺灣，近年來陸續
通過或修正相關法規，對生技產業及醫療器材研發提供優惠方案及補助，期提升法
人機構研發能量，強化藥品轉譯研究技術及醫療器材雛型品的開發，醫療器材產業
發展潛力不容小覷。然面對中國大陸、韓國等外來價格競爭威脅，國內必須加強核
心技術的提升，以提高醫材產業的進入門檻，及早掌握市場發展趨勢，並在人才與
產品供應鏈、品牌優勢競爭力、行銷策略以及研發技術等面向持續精進，期站穩國
際市場。本校領域完整，可藉由成立校級醫療器材研發中心，提供跨領域平台，積
極推動產、官、學、研互動，並能引領業者進行整合、聯盟及尋求國際化技術交流
與合作機會。此外，亦可適度提供政府建言，作為產業政策之參考，並培育研究人
力，縮短產學差距，供業界所需人才，提升本校畢業生投入職場的競爭力。爰於 103
年 12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成立醫療器材研發中心。

(一)成立宗旨
本中心之成立目的，在於醫療器材及其相關研究、產品之整合育成。故將立基
於原有的教學研究能量之上，致力核心技術提升、與業界密切合作以利及早掌
握市場發展趨勢，創造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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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心任務
中心將整合本校醫療器材研究、教學、服務之能量與資源，研發創新醫療器材，
結合產、官、研合作，増加投資成本及開闢研發醫療產品，以促進國家醫療器
材工業之發展。並落實臨床醫師參與醫療器材研發，創造產業價值可能。
1.整合本校醫療器材前瞻性研發基礎與應用之能量與資源。
2.推動醫療器材研發跨學院、跨領域合作。
3.培育醫療器材研發相關專業人才。
4.發展醫療器材服務新模式。
5.加速醫療器材研發週期。
6.積極推展醫療器材研發之實證醫學與轉譯醫學。
7.提供醫療器材商品化諮詢與評估服務。
8.成立醫療器材專業展示中心。
9.提供政府醫療器材產業政策諮詢並促進產業發展。
10.舉辦醫療器材之服務性課程、國際性研討會及出版品。

(三)中心目標
近程目標以校級中心完成中心任務；中程目標以邁向國家級中心為職志，熱絡
醫療器材的產官學合作；遠程目標則朝成為全球最大醫療器材研發中心的目標
邁進。

(四)規劃整合
1.以工學院顏家鈺院長帶領醫工所與生醫電資所，籌備本中心成立與運作之前
置作業。
2.整合校內醫療器材研究、教學、服務資源，多方共享。中心將廣為邀請相關
領域研究人員加入，挹注並整合校內(含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大量人才，並
召開例行工作會議，以具體作為將此中心定位於一整合平台，有效率地跨領
域整合現有資源，提高現有儀器設備的使用率及效能，並協助同質性的實驗
室通力合作，減少內部競爭，提升研究能量。

四十三、食品安全中心
(一)緣起與宗旨
現代食品製造技術在 1970 年代發展成熟，已能有效確保食品的衛生安全，配
合公共衛生、醫學、藥學與營養學之科學發展，先進國家因為因食因性疾病
(foodborne illness)造成的健康風險已能大幅控制。然而自 1990 年代末期開
始，全球食品產業的環境發生巨大改變，諸如農業、化工、材料等新技術的引
進，以及國際貿易普遍便捷、社會變遷、產業分工專業、流通體系變革、資通
訊技術發展，國際兼認為食品安全面臨全新挑戰，包含狂牛病、禽流感、食品
添加物、基改食品、輻射食品、奈米食品、造假、摻偽、冒稱來源等新興食品
安全議題，都造成二十一世紀新的食品安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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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起，世界各國不約而同面臨新的食安問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世界農糧組織(FAO)、國際法典委員會(Codex)早在 2002 年，便開始
決議擬定因應的全球食品安全策略，認為世界正面臨新的食品安全挑戰，原因
包含食品的型態樣式及產地日趨複雜、密集且工業化的農業及畜牧業生產、民
眾遷徙及觀光旅遊業的成長、食品產銷型態的改變、食品調理方式及飲食習慣
喜好的改變、新發展的食品加工方法、新的食品及農業生產技術、人類與動物
間的健康關係更加密切等等。聯合國相關組織，也對所有會員國政府提出新的
食品安全管理架構建議，包含發展以風險為基礎的、永續性的、及整合性的食
品安全系統；建立在整個食品生產鏈中以科學為基礎的管理措施，以防止食品
中所帶有的微生物及化學物質到達不可接受的程度；評估、溝通並管理經由食
品而引起的風險。
近年來，臺灣連續發生多起系統性的食品安全事件，不但暴露國內食品產業積
弊潰闕、食品法規陳舊、政府管理失效、業者道德淪喪等諸多問題，同時造成
社會互信崩解、重大經濟損失、國際聲譽下墜、政治動盪等嚴重後果。面對此
一劣勢，臺灣社會需要新的活力挹注，有效協助政府提升全國的食品安全環
境，重建國人對食品安全甚至國家社會的信心。
臺灣大學是國內最高學府，也是最優秀的綜合性大學，近百年來致力於臺灣食
品與農業的教學研究工作，建置基礎資料、發展科學技術、並培育食品研究人
才。然而食品安全事務具有高度跨領域性的特徵，本校多年來即有許多學院、
系所及研究團隊，積極參與各項食品安全相關，加以本校在農業、醫學、公衛、
生科、理、工、法、政、人文、經濟各領域人才濟濟，應當成立校級功能性「食
品安全中心」整合校內資源，肩負國家食品安全政策建言、食品安全技術發展
與食品安全人才培育之重要責任。
因此，本校為建立獨立、客觀、透明之食品風險評估能力，進行食品安全政策
與法規研究，並強化政府與公眾之風險溝通，以促進良善的食品風險決策與管
理，提升我國食品安全，爰於 104 年 1 月 13 日行政會議通過成立校級功能性
「食品安全中心」。

(二)主要工作項目
1.培育食品安全專業人才，研究與發展食品安全相關科學技術。
2.跨領域食品安全事務之整合、規劃、研究、發展。
3.提升政府及業界之食品安全預警、決策與管理能力。
4.建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機制，整合建立風險資料庫。
5.執行國內外食品安全法律、政策、社會、文化之研究與相關委託計畫。
6.強化政府與公眾之風險溝通，推廣食品安全教育。

(三)中心目標
建立獨立、客觀、透明之風險評估能力，進行食品安全政策與法規研究，並強
化政府與公眾之風險溝通，以促進良善的食品風險決策與管理，提升我國食品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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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整合
1.法規政策研究：就法律政策與社會科學觀點，檢討國內食品安全網的缺漏之
處，研究食安管理、舉證求償、消費者保護等法律層面問題，並就食安事件
造成之社會文化心理層面影響、政府管理策略、社會風險預警體系等部份進
行探討並提出建言。此部份擬由法學院、社科院、公衛學院、生農學院合作
進行研究。
2.科技與研發：就食品安全分析及檢驗技術、食品資通訊技術開發、食品巨量
資料分析勾稽、食品真實性核酸及化學指紋資料庫建立、摻偽鑑別技術開發
等方面，進行研究探討，以科學方法促進食品安全。此部份擬由電機工程學
院、理學院、工學院、生農學院、生科學院合作進行研究。
3.教育與溝通：建立食品安全教育訓練平台，以及消費者與媒體溝通平台，會
同中心執行長及發言人，對外提供溝通服務，執行風險溝通與教育宣導。此
部份擬由公衛學院、生農學院合作進行。
4.風險評估：由食品安全化學分析之角度，研究各類食品中可能潛在存在的各
項未知風險，建立先進食品化學分析所需之設備環境，開發層析、光譜及質
譜相關之化學分析檢驗技術，同時規劃提出全面性風險評估研究的範圍與執
行策略。此部分擬由公衛學院、醫學院、生農學院合作進行研究。
5.檢驗與驗證：擬接受衛福部食藥署委託，執行食安法所規定之普遍性強制性
第三方驗證工作(二級品管)，並協助衛福部未來成立財團法人食品安全驗證
中心。此項工作乃依據食安法第八條、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及委託驗
證管理辦法，以及其他食安法相關規定，對衛福部公告業別及規模之食品業
者，進行衛生安全管理系統包含原料、製程、產品風險之評鑑及查核，查核
標準根據食安法規定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標示、追蹤追溯、食
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等規定。此部分定位為具有獨立公正性及食品安全
專業之查核單位，並執行社會及產業服務之團隊。對社會而言，是可受普遍
公信、信賴之專業評鑑機構，可接受中央政府及各縣市政府之委託，執行專
業查核及教育訓練之服務。此部分主要目標希望藉由執行二級品管查核工
作，建立產業之查核重點，重新樹立食品產業品質與安全的水準及標準，可
藉由提供查核結果，讓食品產業得據以了解問題及改進建議，讓中央及地方
衛生單位得知受評核業者管理品質的能力與可能風險，提升食品產業平均品
質與安全水準。另一方面，本組之主要及特定功能，在於提供專業之食安查
核能量，協助政府各級食安權責機關執行普遍性及強制性之查核工作，執行
食品產業符合食安法相關食安要求之驗證，評鑑各食品業者於食安法相關規
範之符合性，提供專業查核人員能力，填補政府目前食安防線上，目前第一
線稽核人員專業不足及人數不足的缺口。

435

【參之二十五、校級研究中心】

四十四、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就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科研發展扮演著最重要的支柱，而理論科學研究更是其
中不可或缺的基礎。再者就國家發展策略而言，臺灣缺乏天然資源且鄰近大國，知
識密度高的產業應是最值得長期推動的方向。因此，推動理論科學之研究以及促進
其與各科學領域之合作實為國家發展策略中重要的一環。有鑒於此，國科會於 1997
年成立國家 理論科學研 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ciences ，簡 稱
NCTS)。第一階段 NCTS (1997-2003 年)設於清華大學。在許多同仁的爭取之下，
自 2004 年起的 11 年期間(第二階段：2004-2008 及第三階段：2009-2014) NCTS 分
別於臺大與成大設立臺北辦公室與臺南辦公室。自 2015 年起各地辦公室整合為一
個中心並將數學組設於本校。本校並於 104 年 1 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成立校級功
能性「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邁入「理論中心在臺大 NCTS @NTU」的時代。
中心之目標如下：
1. 成為國際一流的數學科學研究中心。
2. 成為臺灣大學數學相關人員以及國內數學家與國際學術界交流的平台。
3. 成為臺灣大學數學相關人員和國內數學家彼此合作建立主流研究群並共同
培育年輕博士後及年輕學生成為未來數學家的管道。
4. 成為世界知名學者從事在地研究的國際級研究中心。
5. 提升整體臺灣數學界的研究水準以及和其他科學跨領域研究。
中心的學術研究主要由 topical programs 所組成，包含 Program A: Number
Theory and Representation Theory, Program B: Algebraic Geometry, Program C: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Geometric Analysis, Program D: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Stochastic Analysis, Program E: Scientific Computation, Program 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活動包括例行學術活動如 Seminar、courses 與不定期舉辦國際學術會議。
此外中心每年來訪國外學者 200 多人，來訪總天數約 3,000 天。對於國內外人員研
究交流有極大影響。
除了積極招募優秀博士後研究人員及招募長期訪問學者外，中心也有策略的推
動各種人才培育計畫，舉辦各式短期課程、寒暑期課程、推動各項交流計畫，使年
輕研究人員及學生在未來發展上都有優異的表現。約 8 成中心博後現受聘任為教
職。大部分學生研究助理多在世界頂尖大學攻讀博士班，積極培育研究人才之成果
可謂豐碩。
設立校級中心的另一層重要的意義，是與在臺大校園的相關研究機構與人員的合
作。目前於臺大校園密切相關的單位已有臺大數學系、中研院數學所、以及臺大數學
科學中心。過去數年間，透過臺大數學科學中心已初步建立起臺大非數學系之數學科
學相關研究人員之橋樑。基於此基礎，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將扮演與全國及全世界
聯繫合作的平台，結合中研院數學所、全臺灣數學相關系所、以及數學科學中心和相
關人員並整合現有各種資源，可望建構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一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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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創新設計學院
創新創業風潮興起之際，面對全校師生的創新設計教育更是刻不容緩，本校遂
於 104 年 3 月成立「創新設計學院」，並於 104 年秋季正式授課。創新設計學院是
本校一級功能性單位，也是臺灣第一個具有實體空間的虛擬學院，由校長任命學術
副校長為執行長，統籌各院的需求建立跨領域的教學與研究環境，在執行長之上設
有由 11 個學院院長組成的諮詢委員會，也任命副執行長(現為工學院院長、管理學
院院長、社科學院院長)協助管理與規劃，在執行面有負責整體行政事務的行政組，
負責課程規劃與執行的教學組，以及負責人文社會議題的人社組。
創新設計學院的目標是藉由建立臺大師生跨領域合作的空間，讓不同系所、不
同專業的師生可以一起學習創新與合作，也期望用創新的方式解決社會上重要問
題，並實際動手實踐，提升臺灣的整體競爭力。執行重點項目如下：
學院課程：學院課程建立在學生解決問題與創新發想所需的能力，包含：T 型
人才中橫向的學習、溝通、合作與應變能力、資料量化與分析能力、溝通技巧與訊
息傳達、動手做的精神、激發創意發想能力。以此發展四大課群及相關課程有：『核
心課程(DS5100 系列)——「設計思考入門」、「設計思考」、「需求探索」、「設
計如何說故事」；『工作坊課程』(DS5200 系列)——「木工藝實作」、「創新原型
實作」、「音樂設計與創新應用」、「影像戰鬥營」；『專題課程』(DS5300 系列)——
「創新車輛設計」、「暖科技」、「智齡設計」、「使用者空間營造」、「科技創
新設計專題」、「全球創新的原理與實踐」；『國際與企業專題』(DS5400 系列)。
實作中心：創新設計學院提供本校師生一個可以親自動手實作、驗證設計的空
間。實作中心鼓勵製造知識的分享交流，及勇於將想法化為現實的 maker 精神。實
作中心內提供各式傳統與數位製造設備，透過多元的製造設備讓使用者能迅速打造
設計的原型、反覆測試並修改設計，使創新概念最終能成為現實可行的方案確實實
現。除了提供空間與設備之外，創新設計學院也不定期舉辦各類主題之實作工作
坊，如木工、皮革、模型表面處理、多軸飛行器、控制板等，藉此增進校內實作風
氣與技巧。
學院活動：創新設計學院不僅開設多元的跨領域的課程，也不定期舉辦各式活
動、講座、工作坊等。透過活潑且生活化的主題，豐富學生們正規課程外的學習;
同時也帶動學院的人潮，讓不同背景的專家學者們共同投入，讓跨科系的同學們交
流互動。每個活動所留下的寶貴經驗，亦成為日後課程的前期準備。
設計思考工作坊：創新設計學院所培養的「設計思考教練團隊 D-Alpha」，勇
於接受挑戰，並樂於從錯誤中學習，藉由課程支援、專案輔導、企業諮詢等階段性
任務逐步累積教練經驗，發展出可因應企業、非營利組織、政府部門特性而調整的
教學模組。團隊以短而有效的體驗式工作坊，導入基本觀念，並針對學員及不同單
位的特性進行後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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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成長至今，短短兩年內嘗試與多結合多方資源，舉辦 D-Day 期末成果展，
並進行跨校參展；並鼓勵同學延伸自己的創作，建立 D-Plan 制度，連結國內外競
賽、創創中心、臺大車庫等資源；多次與社會企業合作，提供學生實際加入創新設
計的機會；並著手與政府聯手，打造 D-Team，將以具體的行動來支持有效的創新
設計發生。

四十六、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
臺灣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近 20 年來已取得大幅進展，不僅研究社群擴大，
品質亦持續提升，但在國際上仍處於比上不足階段。如何突破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現
狀，需要通盤考量、長遠規劃。此有待一獨立單位作為平台，整合國內相關資源，
分別就跨領域合作、國內外學術交流、人才培育、學術環境提升等多方耕耘，以促
進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之發展。
有鑑於此，科技部(前國家科學委員會)特於 101 年成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人社中心)，設置於本校，以統整人文及社會科學之跨領域合
作，促進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卓越化。104 年起，進入第 2 期運作階段。為便於
長遠運作及維持本校持人文社會學界的領導聲望，爰於 104 年 6 月成立校級「國立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以求有效確實推動相關業務。成立以來，積極
擔任科技部與國內人文社會領域之橋梁，共同為臺灣之人社領域發展努力。

四十七、實驗動物資源中心
動物實驗不論在癌症研究、藥物研發、疫苗生產、幹細胞應用及醫工材料開發，
或是在營養學、生理學、病理學、心理學、行為學及神經科學等各學科中皆扮演著
極為重要的角色，是臨床試驗與基礎研究之間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校校總區各學院、系所及研究中心在生技研發上擁有著豐富且多面向的發展
潛能，且近年來對實驗動物的需求大幅增加，但在屬於基礎建設的實驗動物設施
上，卻因諸多問題，使得實驗動物飼養環境與管理品質仍遠遠落後於國際水準。
為提升校總區整體生技研究之實驗動物照護品質與服務資源，朝向學術卓越與
全球頂尖的方向邁進，建置完善的動物實驗環境，提升動物照護品質，落實動物人
道管理，促進本校師生以更符合國際研究標準的條件進行動物實驗，進一步推動我
國生技研究發展，迎接生物科技時代的來臨，爰於 104 年 12 月成立校級「實驗動
物資源中心」，期使本校成為全球頂尖之生技研究重鎮。成立以來，致力整合校內
資源，期提供校內外完善之實驗動物飼育處所。

438

【參之二十五、校級研究中心】

貳、發展策略
本校校級研究中心係為發展跨領域特色及創新研究、強化國際合作研究、追求
學術卓越而設立，發展策略如下：
(一)加強發展跨領域的整合性研究，促進學術與發展應用之綜效(synergy)。未來將
成立臺大創新推動平台，定期檢視推動執行成效，盤點各學院之優勢，發展新
興具潛力領域，主動輔導成立跨領域中心，並給予重點鼓勵。以跨領域的轉譯
研究為例，可善用各學院及附設醫院目標導向之專案及臨床師資，推動相關跨
領域研究，如健康產業相關之生醫資訊、新醫材診斷試劑、基因體、新藥研發、
生醫倫理法律等，同時多加鼓勵跨人文及社會領域之研究，期能協助改善人類
生活、增進社會福祉、提升臺灣在經濟及文化層面的競爭力。
(二)本校現有 44 個校級研究中心，是跨領域卓越研究之最佳平台。目前以每季分享
方式，舉行技術交流會，創造跨領域對話機會。本校年輕中堅教師為引領未來
研究之主力，將研擬整合機制 ，建立不同 領域之年輕教師對話 平台， 由
Bio-Medical-Engineer 先為試行。另設計新機制，邀請教學研究傑出教師與會，
孕育對話的創新氛圍(innovative milieu)。
(三)加強與中研院、國衛院、國研院等研究單位及其他大學的合作，營造加乘雙贏
環境，並積極發展華人及地域特色之跨領域研究，深化東亞及華人文化特色研
究，鼓勵人文相關創新產業，期使臺大成為華人社會人文學術領域之教研重鎮。
(四)透過研究中心或拔尖計畫之研究群，經由 Leverage Funding 途徑，鼓勵以合聘
方式爭取工研院、科技部、中研院、法人以及工業界資源，進而與國外著名學
術機構合作或合設研究中心，包括新能源中心、臺灣歐洲聯盟中心(European
Union Centre in Taiwan)、亞太經濟合作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APEC Research
Center for Typhoon and Society, ACTS)等。另外，採取「組織對組織」策略，推
動與國際頂尖研究團隊合作之跨國性研究中心則包括：智慧機器人及自動化國
際研究中心、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跨國頂尖癌症研究中心。

參、單位功能與總體目標
(一)促進校內同仁之溝通
腦力激盪性的討論是科學發展的必需，研究者及經費提供者的主要任務是去孕
育跨領域與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藉由研究網絡及研究群之建立，強化跨國的交
流，培育大學與研究中心的合作，闡釋社會責任。

(二)激發校內同仁之創新力
培養創新力，必須去體認非傳統思維的方式。本校認為在變革性新方法與轉型
性的研究上需要有不同模式的溝通、選擇以及支持，例如：給予連續的經費支
持與長期性的承諾方能奏效。最大的挑戰仍在於如何從穀殼中分離出小麥而不
至於使最具原始性思想家以及具創造力的研究員失去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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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同仁間之多樣性
針對年輕研究者而言，很明顯且清楚的是，他們需要接觸更多跨領域的過程與
新的機會。一般而言，新的知識往往在既有的領域疆界中間形成，主題導向研
究的大學不利於問題導向的研究過程；大學過度強調領域專業原則卻阻礙了研
究人員去從事領域間或跨領域之研究。

(四)營造不經意的發現
創造需要給予不可預期的事預留更多的空間，因此，校級研究中心提供有效率
的行政架構，去支撐科學家從事教學與研究；儘可能減輕來自行政的負擔；提
供研究人員足夠的時間與空間，與同僚進行交流以及專注他們個別的研究問題
上。無論如何，激發思考是無法預先計畫或安排的。

肆、預期成效與考評
(一)追求科學卓越
1.科學性質處理：必須提供研究服務的獨特性，以及支援前瞻研究與知識創新。
2.重要性：符合當今科學與技術之挑戰以及訓練研究人員之卓越性。
3.指標性：符合最大的挑戰性及吸引年輕人的專業。

(二)協助完成之效率
1.科學性處理：依研究計畫選擇之步驟與提供研究服務之品質。
2.重要性：超越個人管理制度，具有諮議委員以及與其他設施的連接與提供
使用。
3.指標性：有效橋接研究與創新，以及有效管理。

(三)對研究影響之潛力
1.科學性處理：包括支援研究發表以及知識之保存等。
2.重要性：支援臺大研究的領導地位及在國際間的加值。
3.指標性：技術移轉之可能性以及對社會經濟之貢獻與影響，這是獲得補助之
重要考量。
本校在追求學術卓越的過程中，必須整合、強化校園內具國際競爭優勢之領
域，成立各種類型之功能性校級研究中心，並將其精進為本校知識三角，以利校園
內貫穿領域之融合研究之進行。積極強化研究基礎設施以支援校級研究中心之運
作，期使各校級研究中心成為獲得校外資源之核心及各界標竿，並透過產學合作平
台，加強與其他研究機構以及產業界的研發合作，建構完整的知識產業鏈。本校將
慎選具國際競爭力或解決社會永續發展重大問題之領域，延攬與培育國內外研發創
新人才，積極與國際教學、研究團隊交流、接軌，帶動校級研究中心達世界一流水
準，提升臺灣之國際地位，並以其研究成果增進人類福祉，協助國家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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