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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校、院發展定位 
一、校辦學定位 

本校是以培育社會所需之工、商、服務等業界之專業人才為辦校目標。據此，以業界之

觀點或謂以「務實」的態度，規劃「實用」課程，透過「教學」達到厚植學生就業競爭力，

是為本校辦學之本質。「務實」的態度，具體而言，是以「實習＋證照」培養學生「一技之長」；

以「職場核心能力」培育學生「就業競爭力」；以「專利＋競賽」培植學生創新創意能力，作

為職場發展潛力。 

簡言之，本校之辦學定位為：以「務實致用」為方針；以「畢業即就業」為目標之技職

體系「教學型」科技大學。 

 
圖 1-1-1 校辦學定位圖 

二、校發展定位  
本校是以「關懷人的安全」為核心價值，並以此核心價值，發展成「安全」、「數位」、「休

閒」及「健康」四大定位。圖 1-2-1 為本校發展定位示意圖。其中「安全」生活是人類基本

的需求；「數位」化的資訊傳播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技術；「休閒」是人類樂活的方式；「健

康」是人類幸福的盼望。為呼應並落實發展定位，據此，本校設置「安全工程學院」、「數位

管理學院」、「觀光餐旅學院」及「醫學健康學院」，並在各學院設置相關系、所、中心。 

務 「實」           致 「用」 

實習＋證照 

職場核心能力 

專利＋競賽(創新創意) 

一技之長 

就業競爭力 

職場發展潛力 

業界觀點 核心課程模組 

教學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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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校發展定位圖 

三、學院發展定位 
以「安全」、「綠能」及「智動化」為發展定位，並以「安全」為核心特色。各項發展

定位與系所對應之關連性，詳見圖 1-3-1 安全工程學院發展定位圖。 

 

 
圖 1-3-1 安全工程學院發展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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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教育目標 

校教育目標：秉持「敦品勵學、服務人群」之校訓，以「卓越」、「效率」、「正直」、

「奉獻」之教育理念，及「關懷人的安全」為核心價值；在「全球化、多元化、資訊化、

專業化、社群化」發展方針之下，培育具八大能力之專業技術與管理人才。如圖 1-4-1 所

示。 

此八大能力分別為： 

1.學習思辨力：本融會貫通精神追求新知識的價值；運用理智分析作正確判斷。 

2.語文表達力：以流利優雅的語言與人對話交流；以通暢明確的文筆撰寫文書報告。 

3.問題解決力：面對問題能適當推理，並展現情緒智商與人際溝通技巧，有效化解衝突

與問題。 

4.社會倫理力：恪守職業道德與良心扮好職場角色；以公益、正義與奉獻精神關懷人群。 

5.資訊技術力：具備基本網際網路知能；能運用網路資源有效處理與解決工作及生活上

的問題。 

6.創新創意力：突破舊思維勇於嘗試，創新思考並能執行以提升競爭力。 

7.專業技術力：熟悉專業技術具備專業證照，成為所從事行業的專家。 

8.國際視野力：具備外語能力接軌國際，瞭解與尊重各國文化關懷世界。 

 

 
圖 1-4-1 校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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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發展願景 

總體而言，本校願景：是以「特殊領域」為導向，發展成為「國際知名」、「台灣一流」

及「嘉雲第一」之優質科技大學，學校發展願景示意如圖 1-5-1 所示。 

具體而言： 

1.在「國際知名」方面：以參加「國際技藝競賽」或「國際創意發明展」為平台，爭取國際

競賽大獎；以系所發展特色，與國際知名大學簽定合作協定，如廚藝創作、觀光旅運，進

行師生交流。 

2.在「台灣一流」方面：以舉辦「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臺灣與阿里山國際

觀光產業研討會」，強化安全相關主題，探討安全相關技術；在「安全」的核心部份，以

「消防防災」搭配申請全國唯一「消防-博士班」與「安全科技-碩士班」，取得台灣一流

之學術地位，並成立「全國消防人才及安全科技人才培育中心」。 

3.在「嘉雲第一」方面：以系所之核心特色，結合產業界，並以「校外實習」、「產學合作」

或成立嘉雲地區人才培育中心、技能檢定訓練中心，取得嘉雲第一之學術或人才培育地

位。 

 
圖 1-5-1 全校各院、系、所願景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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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所定位與特色 
 

一、自我定位 
(一) 規模定位 

本所定位為雲嘉地區「綠色科技」的高等人才培育單位，致力於為地方產業發展「機
電技術」與「能源材料」技術，以每年一班碩士班招生。本所之規模規劃詳如表 2-1-1。 

 

表 2-1-1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規模規劃表 

 學年度 105 106 107 108 

日

間

部 

A、專科部(五專)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B、專科部(二專)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D、大學部(四技)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E、大學部(二技)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F、大學部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G、碩士班 學生數 32 30 30 30 

H、日間部合計 
班級數 2 2 2 2 

學生數 32 30 30 30 

進

修

部 

I、專科部(二專)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J、大學部(二技)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K、大學部(四技)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L、進修部合計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進

修

學

M、二專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N、二技 班級數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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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105 106 107 108 

院 學生數 0 0 0 0 

O、進修學院合計 
班級數 0 0 0 0 

學生數 0 0 0 0 

 總計(H+L+O) 學生總數 32 30 30 30 

生

師

數 

P、應有師資數 5 5 5 5 

Q、實有教師數 5 5 5 5 

R、當年師資增減人數 0 0 0 0 

S、生師比：日間部/全系 6.4 6 6 6 

 

(二) 所發展方向定位及特色 

吳鳳科技大學位處於雲嘉地區 10 大工業區的核心位置，在車程 40 分鐘左右有頭橋工

業區、後湖工業區、民雄工業區、新港工業區、豐田工業區、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元長工

業區、雲林科技工業區以及朴子工業區(如表 2-1-2)，總員工人數超過 7 萬人。現今新一代

高科技產品均需要結合不同科技領域的專業知識及技術方能成就，故大學及研究所必須提供

具備足夠的跨領域知識，才能建立起暢通的交流管道及高效率的合作關係。有鑑於國內（尤

其雲嘉地區 10 大工業區）對光電、通訊、能源、生醫及精密機械等重點產業的跨領域工程

技術整合人才需求殷切，吳鳳科技大學特別於 92 學年度整合當時工程學群電子、電機、機

械、化工及資訊工程等五個系科之師資及教學資源籌備獨立研究所，於 93 學年度成立「光

機電暨材料研究所」，並於 99 學年度改制科技大學後隸屬於安全工程學院，廣收全國各校工

程領域之畢業生及在職人員，旨在培養具跨領域整合能力的工程技術人才，並希能促進地方

產業之發展。 

表 2-1-2 吳鳳科技大學周邊工業區現況 

  
頭橋工

業區 

後湖工

業區 

民雄工

業區 

新港工

業區 

嘉太工

業區 

豐田工

業區 

大埔美

精密機

械園區 

元長工

業區 

雲林科

技工業

區 

朴子工

業區 
合計 

面積 

(公頃) 
87 117 244 188 60 40 297 16 582 22 1653 

廠商數 80 145 218 4 86 28 83 27 149 46 866 

產值 

(億元) 
168 -- 445 -- 108 95 300 19.6 1223 143.3 2501.9 

員工人

數 
2884 -- 7760 -- 2458 1105 48000 657 8000 676 71540 

本校車

程 

2 km 

5分鐘 

4.3 km 

12分鐘 

4.3 km 

11分鐘 

6.1 km 

15分鐘 

12.4 km 

25分鐘 

13.9 km 

26分鐘 

17.8 km 

27分鐘 

18.9 km 

44分鐘 

30.6 km 

41分鐘 

33.7 km 

3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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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位處於雲嘉地區 10 大工業區的核心位置。產業屬性，以大埔美為例(表

2-1-3)，包括精密機械、光學、工具機、醫療器材等。高階人力的需求為具跨領域統合能力

的研發人才，「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為這些產業永續發展的核心技術。因此，本所發展

方向聚焦在「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兩大領域，以光機電與材料技術致力於「機電技術」

研究發展以及「能源材料」的開發與應用，為產業界培育具能源技術的高級研發及技術人才，

以達到深植「能源安全」於民間產業的戰略目標。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形塑其發展特色： 

 

表 2-1-3 大埔美精密機械工業區概況 

工具機 
可騰精密、亞崴機電、矽特科技、高鋒工業、程泰機械、程暘科技、新穎機械、遠

東機械、慶鴻機電、建德工業、佳崴機電 

工具機控制器 舜鵬科技 

化學原料 高益企業、環綺國際、台灣日邦樹脂 

光學 敏通企業、佳凌科技、台灣佳能 

設備製造 

喬群機械(烘乾機)、泰燁機械(包裝機械)、金豐機器(沖床)、榮全化工機械(泡綿整廠

設備)、和康機械(食品機械)、銓麥企業(烘焙機械)、競銘機械(電鍍設備)、唐聚企業(編

織設備)、亞泰機械工業 

汽車零件 皇嘉金屬 

空油壓機械 旭田油壓機械零件、七洋空油壓 

金屬加工 俐合奕、順宥欣雷射工業、惠亞工程、上詰鋁業、冠發鋼鐵、翔貿工業、益張實業 

塑膠類產品 鑫憶工業、永翼膠業 

橡膠製品加工 泰陽道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零組件 
上銀科技、和大工業、慶祥齒輪、昇錩實業、東徽企業、勇盛技研、凱斯達企業、

鑫志勝 

模具 北晶科技 

樂器製造 賀聲樂器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器材 貝斯美德、亞護開發、凱健企業 

 

 師資皆為名校畢業博士 

本所教師皆為國內外名校畢業的機械、電機與材料博士，有厚實的產業研發經驗，並

且有持續不斷的產學與研究計畫進行與各項研發產出。 

 以「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為發展主軸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的發展主軸為「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兩大領域。「機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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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聚焦在磨潤、機構、機器人等有助於自動化與節能的技術；「能源材料」領域則聚

焦在電池技術、光電材料、奈米材料、綠色製造等先進材料製造技術。課程架構、設

備建立、學研產出等皆緊扣這兩大發展主軸。 

 至少一篇論文投稿的學位考試門檻 

有鑑於 10 大工業區的高階研發人力需求，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特別重視每一位研究生

的研究能力與表達能力的品質。因此領先各科大碩士班，訂定「論文投稿」的學位考

試門檻，透過此門檻制度，迫使每一位碩士生都能有高品質的碩士研究內容以及符合

規範的論文寫作與發表的能力。此一門檻的設計不僅成為本校其他研究所的標準規

定，並且為其他科大所傚仿。 

 論文初審制度 

為了維持碩士論文的出版品質，在學位考試之前研究生得通過論文初審。論文初審除

了審視是否已有一篇論文投稿之出版或接受函，還要檢視「論文初稿」。論文初稿審查

研究品質、論文架構、論文格式等。簡言之，通過初審的論文初稿是已具有研究成果，

架構完整，格式大致正確。通過初審並不代表會通過論文口試；只是表示符合可以接

受的起碼品質。 

 論文研究優良獎 

除了維持品質，還要拔尖卓越。所以除了前述「論文投稿」門檻與「論文初審」

制度，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另設置論文研究優良獎供所有研究生畢業前申請。申請者

提出碩士修讀期間的各項學術研究表現，包括參展、獲獎、論文、證照等。 

 指導老師—班級導師—所辦三元輔導圈 

本所每一位研究生除了論文指導教授作為第一線的學習與生活輔導，還有指定的

班級導師會定期的舉辦座談導聚、住宿參訪等關懷活動。此外，所辦除了有每一位研

究生的聯絡資料，由於研究生須經常辦理各項行政事務的申請與處理，所辦助理可以

在第一線發現學生的特殊狀況主動關心並回報指導教授與班級導師。 

 多元的專題演講 

專題討論除了邀請業界與學界學者專家就其專業領域進行演講外，還針對其他如

產業現況、就業輔導、心裡輔導、環安衛、專利、外語學習等課題邀請專家進行演講

與座談。 

 

(三) 學生就業領域定位(包含職業名稱及位階) 

本所設定的就業職場主要著重在設備工程師、製程工程師與研發工程師。詳如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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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學生就業領域定位表 

項次 學生就業領域 就業領域對應職場名稱 
職場名稱對

應位階 

1 精密機械 
精密機械製程工程師、光機電整合工程師、設備維修

工程師 
工程師 

2 光電半導體 
光電薄膜製程工程師、光學鍍膜研發工程師、半導體

製程工程師 
工程師 

3 能源與材料 
能源材料整合工程師、新能源開發工程師、太陽能模組

設備工程師 
工程師 

 

二、教育目標(學生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一) 所教育目標； 

本所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具有機電技術、能源材料的專業知識，期能在光電、精密機

械、材料及能源等產業充分就業並發揮跨領域理論與專業技術能力。 

(二) 所核心能力 

依據教育目標所訂定的核心能力如下： 

A1 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A2 具備論文閱讀、文獻檢索及論文寫作之能力  

A3 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A4 具備機電技術、能源材料專業知識  

A5 具備創新思考、獨立研究、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A6 尊重學術、工程倫理、及智慧財產權 

 

表 2-2-1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對應表 

   所核心能力 

 

 

 

 

所教育目標 

運用數

學、科學

及工程

知識的

能力 

具備論文

閱讀、文

獻檢索及

論文寫作

之能力 

設計與執

行實驗，以

及分析與

解釋數據

的能力 

具備機

電技

術、能源

材料專

業知識 

具備創新

思考、獨立

研究、及解

決問題之

能力 

尊重學

術、工程

倫理、及

智慧財

產權 

培養學生具有機

電技術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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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具有能

源材料專業知識 
      

培養學生能在光

電、精密機械、材

料及能源等產業

充分就業 

      

培養學生能發揮

跨領域理論與專

業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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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所教育目標與學院對應關係 

本所所訂之教育目標與學院規定之教育目標相契合，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與安全工程學院教育目標對應表 

  院教育目標 

 

 

所教育目標 

培育具有人文素養及

專業理論實務兼備之

專業人才 

培育具安全相關產

業實務工程技術之

研發與應用人才 

培育具備溝通

協調與團隊合

作能力之人才 

培育具備服

務熱忱與國

際觀之人才 

培養學生具有機電技術

專業知識 
    

培養學生具有能源材料

專業知識 
    

培養學生能在光電、精

密機械、材料及能源等

產業充分就業 

    

培養學生能發揮跨領域

理論與專業技術能力 
    

 

三、系(所)務 KPI 及具體目標 

依據系所評鑑指標中所列項目及參考效標，擬定系(所)務發展重點之量化 KPI 及具
體目標，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系(所)務發展重點之量化 KPI及具體目標 

項目 量化 KPI 

項目一： 

目標、特色 

與 

系所務發展 

1.1 為檢視系所訂定之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及畢業條件妥適性，畢

業 3 年內之校友就業職場顧主滿意度不低於 70%。 

1.2 為檢視系所發展特色與專任專業師資之符合度，專任專業師資符合

發展特色所佔比例，不低於系所教師總數 85%。 

1.3 為檢視系所空間及資源之規劃、運用、管理及維護是否妥適，系所

師生對於提供之教研空間及資源之滿意度，不低於 85%。 

項目二： 

課程規劃、 

2.3 系所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師資比例，不低於專任師資總數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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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量化 KPI 

師資結構 

與教師教學 

2.4 為檢視系所發展特色與專任專業師資之符合度，專任專業師資符合

發展特色所佔比例，不低於系所教師總數 85%。(同 1.2) 

2.6 教師每年參予教學研討會、教師社群、產學合作、廣度研習、深度

研習、技術服務等專業成長活動之教師，不低於系所教師總數 80%。 

2.7 為增進教學品質，教師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之平均滿意度不低於 3.5

分。 

項目三： 

教學品保 

與 

學生輔導 

3.5 為輔導學習不佳學生，教師進行期中預警課程數之比例，不低於每

學期開課總數 100%。 

3.6 為落實輔導學習不佳學生，教師輔導學習不佳學生之比例，不低於

該課程期中預警學生總數 100%。 

3.8 為提升學生實務能力，系所聘請業界師資協助教學之人數，不低於

教師總數 10%。 

3.10 學校或系所訂有獎勵辦法，激勵學生學習意願，並有具體成效。 

項目四： 

系所專業發展

與 

產學合作 

4.3 為推動產學合作，與業界策略聯盟及技術服務之業界總數不低於系所

專任教師總數 2 倍。 

4.4 每 3 年產官學合作計畫，不低於教師總數 2.5 倍。 

4.5 每 3 年期刊或研討會或技術報告論論文數，不低於教師總數 2.5 倍。 

4.6 每 3 年專利或技轉總數，不低於教師總數 20%。 

4.7 每 3 年教師將產學合作或研發成果融入教材之課程數，不低於專業

課程總數 20%。 

項目五： 

學生成就 

與職涯發展 

5.5 每年應屆畢業生就業率，不低於應屆畢業生學生總數 75%；學生就

業領域符合系所發展定位之比例，不低於就業學生總數 55%。 

5.6 每年追蹤畢業系友職涯發展且登錄之筆數不低於每年畢業生總數

60%。 

項目六： 

自我改善 

6.2 每年至少召開乙次校務發展諮詢會議，聽取外校專家、學者或業界代

表意見，持續改善系務發展方向。 

6.3 每年至少召開乙次課程委員會議，聽取外校專家、學者或業界代表

意見，持續改善課程規劃。 

6.4 每年至少進行乙次教師評鑑，持續增強教師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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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量化 KPI 

6.5 每學期針對所有開課課程，至少進行乙次教學意見調查，持續改善

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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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體規劃 
 

一、課程規劃與特色 
(一) 課程規劃 

1. 畢業學分數及門檻 
 本所碩士班學生必須滿足下列條件始得取得碩士學歷： 
（1） 本所碩士班學生應取得至少 32 學分 (含必修科目: 10 學分，基礎核心選修：

至少 3 學分)以上方可畢業。 
（2） 完成碩士論文並通過本校規定之碩士學位考試 
2. 課程地圖： 
A.所課程地圖 

(1)課程地圖（詳圖 3-1-1） 
 

 
圖 3-1-1 光機電暨材料所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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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職場課程模組地圖(詳 3-1-2) 
 

 
圖 3-1-2 光機電暨材料所就業職場課程修習流程圖 

 

 

 (3)學程地圖 
本所與機械系以及電機系合作開發出學院層級的「綠能技術學程」。學程之說明
如表 3-1-1。學程地圖如圖 3-1-3。 
 

表 3-1-1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學程一覽表 

學程名稱 學程特色 開設系所 

綠能技術學程 

本學程特色在於整合電機、電子與化工專業知識與
技術，培養學生具備綠色能源科技技術與節能觀
念，傳授綠色能源相關技術，提供學生瞭解並能利
用新的各種綠色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應用等。 

電機工程系、機
械工程系、光機
電暨材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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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綠能技術學程地圖 

 
 
B.系所核心課程模組在學院課程之定位 
本所核心課程模組分為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兩個模組，在安全工程學院屬與綠色科

技範疇。如圖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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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安全工程學院課程規劃圖 

 

(二) 學生能力養成規劃 
1. 公民素養規劃：透過專題演講及學術研討活動，培育兼具專業知能與人文素養之

現代公民，例如強化安全教育觀念，建立身體安康、心理安適、意境安寧之人
生。建立學術倫理觀念，培養敬業兢業態度，尊重智慧財產權。強化勞動與
社會服務觀念，加強人群關懷與團隊精神，善盡社會責任。 

2. 基本資訊能力養成規劃：本所學生在大學部均修過電腦資訊相關基礎課程，同時
獲得相關證照比例甚高。進入本所就讀後，本所於課程當中，透過有限元素軟體、
熱流分析軟體以及模流分析軟體等操作學習，進一步教授學生進階資訊相關知識
及技能。 

3. 語言能力養成規劃：本所規劃「科技英文寫作」以及「科技英文簡報」兩門課程
供學生選修。此外，學生之碩士論文研究將必須研讀外文資料，部份課程也要求
學生使用原文書或是研讀英文資料。 

4. 實務能力養成規劃：本所學生畢業門檻必須完成一篇碩士論文，藉由碩士論文的
研究過程，來培養學生具備實驗規劃、實驗程序及資料綜合分析的實務能力。此
外，本所學生可藉由執行指導教授之科技部計畫或其他產官學計畫來培養實務經
驗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 創新創意能力養成規劃：本所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類實作及論文競賽，藉由比
賽來激發學生各種創意，達到創新能力之養成。 

6. 專業視野能力：透過學院共同必修課程、學院特色學程及學院大型活動來培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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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生對於整合安全與工程相關專業知識之視野能力。 
 
 (三)課程規劃與能力對應關係 

本所課程與核心能力對應的關係如表 3-1-2 

表 3-1-2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課程與核心能力對應表 

科目類別 

學生核心能力 

 

 

 

 

 

 

課程名稱 

運用數

學、科學

及工程

知識的

能力 

具備論

文閱

讀、文獻

檢索及

論文寫

作之能

力 

設計與

執行實

驗，以及

分析與

解釋數

據的能

力 

具備機

電技

術、能源

材料專

業知識 

具備創

新思

考、獨立

研究、及

解決問

題之能

力 

尊重學

術、工程

倫理、及

智慧財

產權 

總權

重 1 

專業必修 專題討論(一) 0.1 0.1 0.2 0.2 0.2 0.2 1 

專業必修 專題討論(二) 0.1 0.1 0.2 0.2 0.2 0.2 1 

專業必修 專題討論(三) 0.1 0.1 0.2 0.2 0.2 0.2 1 

專業必修 專題討論(四) 0.1 0.1 0.2 0.2 0.2 0.2 1 

專業必修 碩士論文(一)   0.3 0.2 0.2 0.2 0.1 1 

專業必修 碩士論文(二)   0.3 0.2 0.2 0.2 0.1 1 

專業選修 節能科技特論 0.3 0.1 0.1 0.4 0.1   1 

專業選修 科技英文寫作   0.4 0.1 0.2 0.1 0.2 1 

專業選修 工程軟體應用 0.5 0.1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科技英文簡報   0.4 0.1 0.2 0.2 0.1 1 

專業選修 實驗設計法 0.4   0.4 0.2     1 

專業選修 能源材料特論 0.2 0.2 0.2 0.2 0.2   1 

專業選修 
風力發電機原

理 
0.3 0.1 0.1 0.3 0.1 0.1 1 

專業選修 
感測器原理與

應用 
0.3 0.1 0.2 0.2 0.2   1 

專業選修 CPS 製造技術 0.3 0.1 0.1 0.3 0.1 0.1 1 

專業選修 散熱系統設計 0.4   0.1 0.3 0.2   1 

專業選修 機電能量轉換 0.3 0.1 0.1 0.3 0.1 0.1 1 

專業選修 
微機電系統原

理與應用 
0.2 0.1 0.2 0.2 0.2 0.1 1 

專業選修 
快速原型與模

具 
0.2 0.1 0.1 0.3 0.1 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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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別 

學生核心能力 

 

 

 

 

 

 

課程名稱 

運用數

學、科學

及工程

知識的

能力 

具備論

文閱

讀、文獻

檢索及

論文寫

作之能

力 

設計與

執行實

驗，以及

分析與

解釋數

據的能

力 

具備機

電技

術、能源

材料專

業知識 

具備創

新思

考、獨立

研究、及

解決問

題之能

力 

尊重學

術、工程

倫理、及

智慧財

產權 

總權

重 1 

專業選修 
有限元素分析

與應用 
0.3 0.1 0.1 0.3 0.1 0.1 1 

專業選修 
電腦輔助熱流

分析 
0.4   0.3 0.3     1 

專業選修 節能機構設計 0.3 0.1 0.1 0.3 0.1 0.1 1 

專業選修 
先進光電元件

製程技術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光機電整合特

論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磨潤工程技術 0.3 0.1 0.1 0.5     1 

專業選修 先進致冷技術 0.2 0.1 0.1 0.5 0.1   1 

專業選修 綠色科技導論 0.2 0.1 0.2 0.2 0.2 0.1 1 

專業選修 
電池原理與技

術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奈米材料學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半導體製程技

術特論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材料特性分析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光電材料學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表面處理技術

特論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創意綠色科技 0.2 0.1 0.2 0.2 0.2 0.1 1 

專業選修 生質能源技術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綠色工業製造

技術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材料科學 0.2 0.2 0.2 0.2 0.1 0.1 1 

專業選修 
奈米技術與綠

色能源 
0.2 0.1 0.2 0.2 0.2 0.1 1 

專業選修 
工業重金屬回

收與再製特論 
0.2 0.1 0.2 0.2 0.2 0.1 1 

專業選修 
腐蝕防制與節

能工程 
0.2 0.2 0.2 0.2 0.1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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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專業素養規劃 
(一) 發展方向定位與教師專長 
本所發展定位為「機電科技」與「能源材料」。本所現有之教師符合此兩大發展方向。
詳如表 3-2-1。 

 

表 3-2-1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發展方向與教師專長對應表  

發展

定位 
姓名 職稱 學歷 研究領域專長 

機電

技術 
何銘子 教授 

美國密西西比州州立大

學電機博士 

數值電磁學、電磁電子電路感測

器、數位信號處理、綠色能源 

徐旭華 副教授 
Penn State Univ., Dept. 

of Mechanical Eng. 

磨潤學、軸承與軸封、數值熱流、

流體力學、熱傳學、航太工程 

譚仲明 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

博士 

Nano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徐煒峻 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博士 

結構振動分析、轉子動力學、油膜

軸承、田口式設計、機構設計、自

動化製程、安全防護設備設計 

能源

材料 
劉彥君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博士 

光電材料、奈米材料、複合材料、

電子材料與構裝技術、顯示科學 

 

(二) 師資結構提升規劃 
本所教師隨著個人在專業領域得投入與產出的累積，對本所之師資結構有提昇之作用。
預計師資結構之調整如表 3-2-2。 
 

表 3-2-2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師資提升規劃一覽表(所務會議再討論) 

師資結構 
學年度 

106 107 108 

教授(人數/比例) 1 1 2 

副教授(人數/比例) 4 4 3 

助理教授(人數/比例) 0 0 0 

講師(人數/比例) 0 0 0 

合計(人數/比例)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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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規劃 
(一) 教學品質運作機制 

本所教學品質運作機制如下： 
1.首先參酌「所本位課程」之相關內涵，與教師「研發成果反饋至教材」、「產學即時技術
知識」及「學生意見」，作為教學準備階段之先碁； 

2.依據前述資料，進入「教學準備」階段。「教學準備」包含訂定「課程教學目標」、選定
本所基本能力做為該課程之「課程基本能力」、訂定「課程基本能力評量指標」、訂定「課
程評量方式」、決定「教學方法」、製作「課程教材」、訂定「教學進度」及「上網登錄」
全部資料； 

3.依據教學準備之規劃，開始從事教學活動及評量； 
4.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5.針對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啟動「期中預警制度」。「預警制度」運作流程包含：教務處
統計超過 1/2 學分可能不及格之學生名單、通知導師及導師開始判讀該學生需啟動何種
輔導措施； 

6.輔導或補救教學機制可分成：教師利用「師生互動時間 Office Hour」進行輔導、「教學
助理(TA)」協助輔導及「導師時間」進行輔導； 

7.經過輔導或補救教學之後，教師應針對該班學生學習狀況或學生素質，進行修正原先「教
學準備」之各項規劃，並繼續從事教學活動； 

8.在學期結束之後， 本所必須舉行「期末教學研討會」，進行檢討本學期教學狀況，作為
次一學期教學改善之依據； 

9.每學年度本校會舉辦乙次「教學評鑑」，檢核各系(所)教學執行情況； 
10.最後，本所依據評鑑結果之建議意見，並再次依據次學年度「本所本位課程大綱」、「研

發成果反饋教材」、「產學即時技術知識」及「學生意見」，再次進行修正「教學準備」
各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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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教學品質運作機制圖 

(二) 教學方法 
本所教學之方式由各授課教師依據其專業，採取最適合之方式教學。大體而言，
教學方式包括結合理論與實作、運用數位化教材、口頭與書面報告、軟體實作等。 
 

(三) 評量方法 
本所課程評量方式由各老師依據其專業採用最適合之方式評量。大體而言，評量
方式有：考試、作業、口頭與書面報告、term project 等。   

 

四、空間設備規劃 
 (二)空間設備規劃 
1. 空間規劃 

表 3-4-1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 105-107 年度空間規劃表 

項次 
需維持、需增設或需整

併之實驗室名稱 

需維持、需增設

或需整併之空間

大小(m2) 

學年度規劃 

105 106 107 

1 奈微米製程實驗室 140 維持 維持 維持 

2 材料特性分析實驗室 135 維持 維持 維持 

3 電腦輔助工程實驗室 135 維持 維持 維持 

4 薄膜製程實驗室 136 維持 維持 維持 

5 能源材料實驗室 135 維持 維持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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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需維持、需增設或需整

併之實驗室名稱 

需維持、需增設

或需整併之空間

大小(m2) 

學年度規劃 

105 106 107 

6 智慧型機器人實驗室 135 維持 維持 維持 

7 半導體製程實驗室 135 維持 維持 維持 

8 再生能源應用實驗室 135 維持 維持 維持 

9 精密實驗室 135 維持 維持 維持 

10 書報討論暨演講室 136 維持 維持 維持 

11 研究生討論室 104 維持 維持 維持 

 

2. 設備採購規劃 

表 3-4-2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專業設備採構需求表(105~108) 

項

次 

需採購之專業

教室名稱 

該專業教室所 

配合之課程名稱 
學年度 重要設備名稱 

數

量 

經費預估 

(仟元) 

1 
電腦輔助工程

實驗室 

熱傳分析技術、

電腦輔助熱流分

析、節能機構設

計、材料特性分

析、碩士論文 

105 學年度 
流體熱傳分析體 1 600 

小計  600 

106 學年度 
工程分析模擬軟體 1 600 

小計  600 

107 學年度 波光學分析軟體 1 400 

2 
能源與材料實

驗室 

電池原理與技

術、材料特性分

析、光電材料、

燃料電池原理與

技術、碩士論文 

105 學年度 

1.結構分析旋光光譜儀 1 600 

2.微電腦電導度計 1 300 

小計  900 

106 學年度 

1.SEM /EDX 附件 1 400 

2.太陽光模擬器 1 300 

3.紅外熱光譜儀 1 500 

小計  1200 

107 學年度 近紅外線分析儀 1 520 

3 
材料特性分析

實驗室 

光電材料、材料

特性分析、碩士

論文 

105 學年度 

1.離子分析儀 1 230 

2.pH/溶氧/導電度計 1 350 

小計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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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需採購之專業

教室名稱 

該專業教室所 

配合之課程名稱 
學年度 重要設備名稱 

數

量 

經費預估 

(仟元) 

106 學年度 
拉曼光譜儀 1 700 

小計  700 

107 學年度 
連續式迴轉濃縮機 1 480 

小計  480 

108 學年度 重金屬離子分析儀 1 520 

4 
智慧型機械人

實驗室 

智慧型機器人、

微機電系統原理

與應用、碩士論

文 

105 學年度 

1.履帶式自走車平台 2 200 

2.雙腳行走機器人 2 200 

小計  400 

106 學年度 

1.機械手臂機構  1 440 

2.室內定位系統 1 260 

小計  700 

107 學年度 

1.四輪自走車平台  2 200 

2.樂高機器人 5 500 

小計  700 

108 學年度 
類人型機器人 1 700 

小計  700 

5 
數位化教室暨

演講室 
 106 學年度 

1.窗型冷氣機(7.1KW) 2 40.928 

2.窗型冷氣機(6.3KW) 4 78.976 

小計  1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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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規劃 
(一) 發展方向定位與研究領域之關連性 

 

表 3-5-1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研究領域與發展方向對應表 

項次 發展定位 研究領域 研究團隊 研究主題 

1 機電技術 

先進致冷技術 徐旭華 熱聲致冷技術開發 

先進軸承技術 徐旭華 
1.熱液動潤滑模式之開發 

2.表面微刻紋軸承特性 

冷卻水塔 徐旭華 以 CFD技術分析冷卻水塔 

可變形機構分析技術 譚仲明 
大位移有限單元技術之開發 

撓性多體動力學技術之開發 

自動化工業 徐煒峻 塑膠袋機產業包裝自動化技術 

2 能源材料 

綠色製造程序設計 劉彥君 
1.廢棄物資源化技術 

2.奈米材料技術與應用 

能源材料 劉彥君 
1.光電材料 

2.電池材料 

電磁場數值模擬 何銘子 薄膜最佳化之研究 

 
(二) 研究規劃 

表 3-5-2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 105-107 學年度研究規劃表 

項次 研究主題 研究目標概述 預期研究成效(105~107) 

1. 
熱聲致冷技

術開發 

發展小型駐波型熱聲致冷

器，掌握其設計分析技術與製

造技術，並開發其應用 

105： 

完成小型駐波型熱聲致冷器之原型 

106-107： 

掌握設計分析技術並改進設計 

開發熱聲致冷器之應用 

2 
熱液動潤滑

模式之開發 

發展廣義熱液動潤滑模式，使

其可分析複雜幾何形狀之高

速軸承與軸封 

105-107:  

建立廣義熱液動潤滑模式 

預期該模式可以分析複雜的流體膜形狀，而仍

能維持高數值計算效率之特性 

3 
表面微刻紋

軸承特性 

以 CFD技術分析表面微刻紋

軸承之特性 

105-107:  

完成表面微刻紋軸承之性能分析 



 

26 

4 冷卻水塔 以 CFD技術分析冷卻水塔 

105-107:  

以 CFD技術為晉惠冷卻機械分析冷卻水塔之

流場 

5 
廢棄物資源

化技術 

開發各項廢棄物資源化的量

產製程、再製成高價產品和達

到商業品質 

105-107： 

建立脫硝廢觸媒製作漂浮型光觸媒、鈦系鋰離

子電池負極材料技術 

107： 

完成新穎環保塑料披覆層剝除劑分析與技術

開發 

6 

可變形機構

分析技術研

發 

發展一套能同步計算剛體運

動及變形的模擬方法。並應用

於工程實際問題上，以驗證此

數值模擬工具之正確性。 

105:  

完成撓性多體動力學分析工具。 

106：  

應用於割草機廠商的工程實際問題上， 以

驗證此數值模擬工具之正確性。 

107: 

應用於群貫、群翔公司的各式車體設計上， 以

驗證此數值模擬工具之正確性。 

7 

塑膠袋機產

業包裝自動

化技術 

研究目的在於設計一套塑膠

成品之包裝機的夾爪機構，該

塑膠成品可為PE或 EVA的材

料。在於利用機械原理與自動

化技術，研發塑膠成品自動化

包裝所需之安全夾爪機構。 

105:藉由新的安全夾爪機構設計，來完成提高

生產率並且要縮小舊機台之尺寸之目標。 

106: 利用自動化及機械原理，研發塑膠成品

自動化包裝技術。 

107: 設計由輸送帶及機械夾取裝置機構之包

裝機構。 

8 

能源材料 
開發各項高效率、低成本能源

材料並達到商業品質 

105-107： 

完成由脫硝廢觸媒製作鈦系鋰離子電池負極

材料、電池特性及效能提升 

107： 

進行修飾奈米級鈦系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及

電池特性之研究 

9 

薄膜最佳化

之研究 

抗反射組合片的研究， 

所使用材料簡易且厚度相

等、結構簡單且對稱 

105-107:  

完成抗反射組合片的設計與電磁場數值模擬

分析；預期成效包括研討會論文發表、國際期

刊論文發表、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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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官學研合作規劃 
本所各項研究主題將透過各種方式進行，包括科技部專題計畫、科計部產學計畫、

教育部產學計畫、經濟部各項科專計畫、民間一般產學計畫等方式進行，以綜合運用產
官學之能量協同達到研究之目的。 

除了前述律訂之研究主題，本所各教師亦將與附近工業區廠商進行企業輔導並針對
個別企業之需求進行合作研究。進行方式可先藉由政府之關懷計畫進行輔導與問題診
斷，然後協助企業申請 SBIR 等科專計畫並透過此科專計畫進行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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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 

一、校務發展計畫總述 

本校校務發展架構，是以實現「國際知名、台灣一流、嘉雲第一」為核心；以優質校園、
教育卓越、產研扎根、及時代青年為主軸，涵蓋 12 面向，據此規劃其相對應之計畫與行動方
案。校務發展架構示意圖如圖 4-1-1 所示。 
主軸一：「A.優質校園」，以「A1.營造優實環境」、「A2.學校組織再造」及「A3.學校永續經營」

等面向，從校園的環境、教研環境、資訊環境、行政組織再造、學術組織再造、行
政職能精進、多元生源拓展、多元收入與財務健全推動、擴大辦學規模等議題切入，
擬定具體行動計畫，冀能營造教與學的優質環境、厚植永續經營的根基。 

主軸二：「B.教育卓越」，以「B1.課程精進規劃」、「B2.教學成效精進」及「B3.學生全程輔導」
等面向，從課程資訊整合、專業課程精進、全人教育課程精進、教師專業能力、學
生學習成效、教學品保制度、學生學習輔導、學生生活輔導、學生就業輔導等議題
切入，擬定具體行動計畫，冀能提升學生就業力、厚植教師教學與專業能力。 

主軸三：「C.產研扎根」，以「C1.深化校院特色」、「C2.厚植研發能量」及「C3.落實產學合作」
等面向，從安全特色落實、創新創意特色精進、研發能量提升、研發成果獎勵與補
助、關懷產業、產學交流、產學成果再提升等議題切入，擬定具體行動計畫，冀能
厚植教師研發能量、產學研發成果能生根與結果。 

主軸四：「D.時代青年」，以「D1.社會服務關懷」、「D2.專業倫理提升」及「D3.促進國際視野」
等面向，從服務志工培訓、社會服務關懷、生命教育與弱勢關懷、專業倫理課程發
展、專業倫理教學成果提升、國際發明與技能競賽、學生海外交流等議題切入，擬
定具體行動計畫，冀培育學生能關懷社會、正向社會倫理能力、及具備高廣的國際
視野。 

 
圖 4-1-1 校務發展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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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校務發展計畫策略 

校務發展係集合全校各行政學術單位共同推動，計畫之具體方案，大致上係由行政單位
推動，並由學術單位配合落實。現針對校務發展計畫，擷取必須藉由學術單位落實方可實現
之計畫與方案如下： 

主軸一：A.優質校園 

   方案 A3-1-1：國內學生生源固本與拓展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七：提供菁英優秀學生獎助學金，吸引優秀學生就讀，並提升入學生素質水準。 

策略八：提升全校教師參與招生宣導工作意願，建立招生績效考評機制。 

主軸二：B.教育卓越 

(一)B1-2：專業課程精進計畫 

方案 B1-2-1：就業導向課程及推動學期/學年制校外實習精進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三：落實回饋課程機制，每年依據調查結果更新畢業生流向和就業滿意度、雇主滿

意度分析，以利改善課程規劃；鼓勵教師將產學計畫成果回饋教材編撰以提供

學生實務實例接觸機會。 

 (三)B2-1：教師專業能力提升計畫 

方案 B2-1-1：教師專業實務能力提升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二：鼓勵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深度研習及深耕服務，提升教師之實務經驗。 

 (五)B2-3 教學品保計畫 

方案 B2-3-1：教學品保制度增進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一：建構以「核心能力為導向」的學習多元評量機制。 

策略二：落實以「核心能力為導向」之內外迴圈持續改善機制。 

 (六)B3-1：學生學習輔導計畫 

方案 B3-1-2：落實學習預警輔導制度 

執行策略： 

策略一：配合起始預警機制，透過補救教學策略，輔導新生與延畢生完成課程接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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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備課程修習。 

策略二：結合期中預警機制，於每學期期中考週結束後四週內，透過網路線上預警系統，

進行縱向（學術單位）與橫向（行政單位）之聯繫，進行及時輔導，進行輔導。 

 (八)B3-3：學生就業輔導計畫 

方案 B3-3-2：學生就業輔導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一：鼓勵學生在學期間多參與教師之產學合作計畫，提升學生對職場之熟悉度，將

來較能適應職場環境。 

策略二：邀請業界先進到學校演講或協同教學，促進學生與職場管理階層互動機會。 

策略三：持續追蹤了解畢業生流向、就業滿意度和雇主滿意度。 

主軸三：C.產研扎根 

(一)C1-1：安全特色落實計畫 

方案 C1-1-2：安全國際研討會與期刊推動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一：鼓勵師生每年參加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並鼓勵發表論文，以提升

本校在安全領域的學術與實務水準。 

策略二：獎勵補助教師執行安全相關之研究計畫，並將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與期刊。 

(三)C2-1：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方案 C2-1-1：研發團隊參與產官學研發平台推動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一：成立符合本校發展目標之研發團隊，並參與各式產官學研發平台合作夥伴之各

項活動。 

策略二：推動教師透過產官學研發平台執行產學合作或研究計畫，並鼓勵跨校合作。 

(四)C2-2：研發成果獎勵與補助計畫 

方案 C2-2-2：專利或技術轉移與商品授權金獎勵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一：建議提高獎勵金額，鼓勵研發成效。 

策略二：專利或技術轉移列入教師技術升等途徑。 

(五)C3-1：關懷產業計畫 

方案 C3-1-1：建構產業聚落推動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一：輔導與建構符合嘉雲與北台南地區發展需求之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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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創造親產學環境，爭取校外資源，協助本校產學服務團隊輔導產業聚落廠商。 

方案 C3-1-2：與法人組織合作協助產業關懷方案 

執行策略： 

策略一：推動教師申請「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 

策略二：申請經濟部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拜訪廠商，協助解決技術問題或輔

導研發升級，開設人才培訓課程，研提政府研發補助資源，引介學生至企業實

習，培育廠商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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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發展目標 
一、整體目標 

(一) 整體目標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於「106—107 學年度」將肩負學校研究發展的火車頭地位，
在雲嘉南地區成為重要的綠色科技研發單位，致力於「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
兩大領域之研究發展與服務工作。 
於教學方面，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將培育「精密機械」、「光電半導體」、「能源材
料」等產業之「研發工程師」、「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師」等高級人才。在安
全工程學院內將整合機械系與電機系，扮演「機電整合學程」與「綠能技術學程」
之高階課程教育者。 
光機電暨材料研究所於 106—107 學年度將更聚焦於「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
兩大領域，並且將持續地在論文發表、計畫研究、專業服務等方面有傑出的表現。 

(二) 執行策略 
1. 教師們秉持著一貫的積極態度爭取各項研究計畫，積極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

申請專利，並尋求技轉機會。 
2. 教師們調整研究方向，致力於「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相關研究。 
3. 持續鼓勵教師升等以維持研究動力並得以精進整體之研發水平。 
4. 所辦秉持一貫積極的態度，提供即時的研發活動訊息供各教師主動參與。 
5. 所辦秉持一貫嫻熟的行政能力辦理各項行政業務。 
6. 各教師們秉持一貫負責的精神處理其所司的所務工作，並且主動做橫向溝通協調

形成良好的團隊工作氛圍。 
7. 指導老師積極地指導研究生並主動關懷研究生，建立其自信心以降低放棄的心

態。 
(三) 年度預期成效 

每一學年度皆能達成學校規定之各項指標，並且在「機電技術」與「能源材料」兩
大領域有顯著之研發、產學與專業服務之成果。 

二、具體指標 

主軸一：A.優質校園 
(一) A3-1：多元生源拓展計畫 

1.方案 A3-1-1：國內學生生源固本與拓展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研究所新生招生率不低於 95%。 研究所新生招生率不低於 95%。 

(1)負責單位：三部招生業務單位、院系所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在就學人口逐年遞減的不利因素之下，為有效拓展新生來源，擬定招生宣傳說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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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愽感情愛學生共創三贏】--希望藉由「愽感情」，增進彼此的情誼，讓 31 所
策略聯盟高中職校老師對本校優質師資、設備及教學環境有更深刻的瞭解，並本著「愛
學生」的心情，推薦更多更好的學生就近至本校繼續接受大學教育及研究所教育，共
創職校老師、學生及本校三方面都有利的局面。招生宣導區域及對象則以雲、嘉三縣
市為主，並擴及中彰投與北台南縣地區(大甲、曾文溪之間，簡稱兩溪區域)。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 在重點地區宣導本所學生優良事蹟，建立良好形象。 
(b) 指導專題製作競賽；協助大學生專題製作及研究能力，以培養未來進入研究所就

讀意願。 
(c) 組成招生菁英團隊，強化整體宣導效益。 
(d) 鎖定重點工廠，規劃「在職進修」行動方案。 
(e) 邀請部分兩溪區域在職大學畢業生到校參訪。 
(f) 到本校大學部作班上宣導，讓學生了解就讀本所的願景及優勢。 
(g) 於寒暑假期間舉辦研究探索營，讓大學生報名參加，了解再進修之意義。 
(h) 爭取優質合作廠商，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畫，鼓勵廠商員工在職進修。 
(i) 調整招生目標，增加多元考生報考本所之機會。 
(j) 主動提供考生諮詢服務；積極主動連繫錄取生，提高報到率。 
(k) 發展可供參訪之特色實驗室，並訓練參訪服務師生。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 規劃「在職進修」行動方案，研究所新生在職率不低於 33%。 

主軸二：B.教育卓越 
(一) B1-2：專業課程精進計畫  
1.方案 B1-2-1：就業導向課程及推動學期/學年制校外實習精進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教師將產學計畫執行成果回饋課程至少為
實務課程之 70%。 

2.各系實務課程學分佔總專業課程學分比例
不低於 70%。 

1.教師將產學計畫執行成果回饋課程至少為
實務課程之 70%。 

2.各系實務課程學分佔總專業課程學分比例
不低於 70%。 

(1)負責單位：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研發處、院系所中心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 落實學期或學年校外實習課程、證照課程、創意課程、實務專題課程之推動，規
劃系所課程中校外實習課程、證照課程、創意專利課程、實務專題課程之比例。 

(b) 產學研發、產學合作專題，結合教學課程，並融入教學內容。 
(c) 鼓勵教師將產學研發/專題成果，研製教具、發展教材，並給予材料補助及相關

獎助。 
(d) 培養校外實習前就業力:透過職涯教育、就業力核心課程、技術證照輔導、實務

專題、校友經驗傳承，並提高學生及雇主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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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洽詢優質合作廠商: 
1)教師若能爭取產學合作機會，先提供企業相關專業咨詢服務，或至企業擔任顧
問，藉此增進產業界專業實務技能，取得合作企業信任。教師與企業若已有合
作默契，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時，若能再引進本校實務實習學生一同合作，更可
落實產業科技人才之培育。 

2)學生實習之公司行號應符合本系所選訂定之就業領域。 
(f) 鼓勵校外實習結合專題製作或產學合作:鼓勵學生校外實習階段實際參與教授執

行之各種類型產學合作案件，或與實務專題結合。 
(g) 結合業師指導、本系教師輔導，並提高學生及雇主之滿意度。 
(h) 鼓勵改進學習評量方式，列入與課程相關之校外實習部分。 

 
B.學年度預期執行成效 

(a) 產學研發、產學合作專題，結合教學課程，自製教材、教具並融入教學內容，提
升學生實務技能。 

(b) 本所 106~107 學年度課程表，實務課程學分佔總課程學分比例為 67% 
 

 
(二) B2-1：教師專業能力提升計畫 
1.方案 B2-1-1：教師專業實務能力提升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教師赴國內外公、民營事業機構從事有關之
深度研習、研究或服務人次達各系教師人
數之 20%。 

教師赴國內外公、民營事業機構從事有關之
深度研習、研究或服務人次達各系教師人
數之 20%。 

(1)負責單位：教學資源中心、人事室、教務處、各院系所中心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擴大執行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人數及課程數；推動業師協助輔導專題製作、
證照與競賽等。 

(b)引進校外資源，爭取教學改進計畫，以增加業師協同教學課程。 
(c)鼓勵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深度研習及深耕服務，提升教師之實務經驗。 
(c)推動及獎勵教師取得所屬系所核心能力之實務證照。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 持續辦理業師協同教學。 
(b) 教師赴國內外公、民營事業機構從事有關之深度研習、研究或服務人次達全所教
師人數之 20%。 

 
(三) B2-3：教學品保計畫 
1.方案 B2-3-1：教學品保制度增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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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參與「以核心能力為導向的學習多元評量機
制」研習。 

參與「以核心能力為導向的學習多元評量機
制」研習。 

(1)負責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院系所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為使教學成效能充分鏈結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職涯能力，推動強調學習成效、課
程評量及持續改善的課程品保機制使課程與教學品質能獲得顯著提升是課務發展相
當重要的課題之一。 

藉由明確表述達成系教育目標所需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可充分
鏈結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職涯能力。藉由外部專家意見之參照，內部課程對各項指標
之落實，及課程評量機制之改善，可達到課程品保理念提升和指標持續改善的目的。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 建構以「核心能力為導向」的學習多元評量機制。 
(b) 落實以「核心能力為導向」之內外迴圈持續改善機制。 
(c) 定期召開外部專家課程諮詢會議以取得外部專家之意見。 
(d) 配合進行畢業生流向、就業滿意度、雇主滿意度之調查。 
(e) 持續由課程委員會參考外部專家課程諮詢會議之專家意見，畢業生流向、就業滿

意度、雇主滿意度之追蹤分析結果，和內部課程教學成效檢討本系針對教育目標
明定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 落實以「核心能力為導向」之內外迴圈持續改善機制。 
(b) 持續辦理學生畢業門檻檢核與相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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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B3-1：學生學習輔導計畫 
1.方案 B3-1-2：落實學習預警輔導制度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期中預警後輔導之學生數應達期中預警學
生之 100%。 

2.每學期接受課後輔導之學生達總學生數
10%。 

1.期中預警後輔導之學生數應達期中預警學
生之 100%。 

2.每學期接受課後輔導之學生達總學生數
10%。 

(1)負責單位：教資中心、教務處、通識中心、院系所中心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目前本校對於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預警分為期初預警及期中預警，期初預警為
上學期學業成績達 1/2 科目不及格，期中預警則於學期中請授課教師針對學生之期
中學習情形進行評估，如有 1/2 科目經評估為不佳，則通知導師針對學生進行狀況
瞭解以及輔導。期末時由教務處針對期中預警對象分析學期成績，以了解輔導成效。
其間如必要會通知學生家長到校一同進行晤談。 

除了導師與任課教師的輔導，透過教學助理以發揮同儕學習，實應為另一個可
以提升預警學生改善率之方法。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 配合起始預警機制，透過補救教學策略，輔導大一新生或轉學生完成課程接續學

習之預備課程修習。 
(b) 鼓勵系上學習成效優良之學生參加學校教學助理之培訓，以協助教師實施學習成

效不佳學生之補救教學及課業輔導。 
(c) 結合期中預警機制，於每學期期中考週結束後四週內，透過網路線上預警系統，

進行縱向（學術單位）與橫向（行政單位）之聯繫，進行及時輔導，進行輔導。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 受期中預警學生之輔導率 100%。 
(b) 受輔導過之預警學生改善率不低於 80%。 

2.方案 B3-3-2：學生就業輔導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畢業學生就業率不低於 70%，且在專業領
域就業率不低於 55%。 

1.畢業學生就業率不低於 70%，且在專業領
域就業率不低於 55%。 

(1)負責單位：研發處、教務處、學務處諮輔中心、系所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 舉辦各系職涯與產業趨勢講座、企業參訪、創業座談及校友經驗座談會。 
(b) 鼓勵學生參與工廠產學合作計畫；配合合作廠商推動定期工廠實作體驗。 
(c) 研一新生全面施作 UCAN 測驗。 



 

37 

(d) 提昇本所學生專業實務能力，建立學生正確工作態度。 
(e) 協助媒合畢業生與產學合作廠商之就業機會。 
(f) 建立畢業生聯繫資訊與管道，透過導師、教師與行政單位，強化畢業生資訊交流。 
(g) 為瞭解歷年畢業學生就業之情形，定期追蹤了解畢業生流向、就業滿意度和雇主

滿意度，作為進行反饋修正課程及教學之參考。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 畢業學生就業率不低於 70%，且在專業領域就業率不低於 55%。 
(b) 每年針對畢業生流向、就業滿意度及雇主滿意度之分析結果，進行課程或教學內

容實質的改善。 

主軸三：C.產研扎根 
(一) C1-1：安全特色落實計畫  
1.方案 C1-1-2：安全國際研討會與期刊推動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積極參與「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
會」、「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
會」與「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
勢研討會」。 

2.積極投入與安全相關之產官學研究計畫、
研討會或期刊論文。 

1.積極參與「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
會」、「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
會」與「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
勢研討會」。 

2.積極投入與安全相關之產官學研究計畫、
研討會或期刊論文。 

(1)負責單位：研發處、各院系所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教師從事著作發表已列入教師評鑑項目，多數教師均每年發表著作。 
(b)每年協辦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並鼓勵師生發表，提升本校在安全領
域的學術與實務水準。 

(c)獎勵補助教師執行安全相關之研究計畫，並將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與期刊。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教師每年發表各類研討會或期刊或技術報告等論文 1 篇。 
(b)每年協辦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並參與研發成果發表。 
(c)鏈結安全科技產業；積極投入與安全相關之產官學研究計畫、論文。 
 
 

(二) C2-1：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1.方案 C2-1-1：研發團隊參與產官學研發平台推動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每年全校教師參與國外學術活動至少 25
人次。 

1.每年全校教師參與國外學術活動至少 2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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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2.每 3 年產官學合作計畫，不低於教師總數
2.5 倍 

2.每 3 年產官學合作計畫，不低於教師總數
2.5 倍 

(1)負責單位：研發處、各院系所中心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已列入教師評鑑項目，多數教師均每年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且合作計畫均為電機專業相關計畫。 

(b)鼓勵教師執行從事產學合作或技術研發符合本系發展方向。 
(c)推動一人一計畫:鼓勵教師爭取產學計畫案，並提供相關獎助。 
(d)鼓勵教師參與國外學術活動，並提供相關獎助。 
(e)成立符合發展目標之研發團隊，並參與各式產官學研發平台合作夥伴之各項活動。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103、104 學年度產官學計畫數分別為 5 件及 9 件。 
(b)鼓勵教師一人一計畫，且產學合作或技術研發符合本系發展方向。 

(三) C2-2：研發成果獎勵與補助計畫  
1.方案 C2-2-2：專利或技術轉移與商品授權金獎勵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每 3 年教師專利或技轉總數，不低於教師
總數 20%。 

2.教師通過之專利應積極與產業界並達到技
術轉移或授權之最後目標。 

1.每 3 年教師專利或技轉總數，不低於教師
總數 20%。 

2.教師通過之專利應積極與產業界並達到技
術轉移或授權之最後目標。 

(1)負責單位：研發處、人事室、各院系所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教師通過專利及技術轉移已列入教師評鑑項目。 
(b)鼓勵教師申請之專利應積極與產業界互動並達到技術轉移或授權之最後目標。 
(c)持續辦理、參與專利及技術轉移相關研習/研討會活動。 
(d)補助專利申請費用；提高獎勵金額，鼓勵研發成效。 
(e)專利或技術轉移列入教師技術升等途徑。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每 3 年專利或技轉總數，不低於教師總數 20%。。 
(b) 教師通過之專利應積極與產業界並達到技術轉移或授權之最後目標。 

(四) C3-1：關懷產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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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案 C3-1-1：建構產業聚落推動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教師至產、官、學或專業機構之服務項目
應與教師專業技能相關。 

1.教師至產、官、學或專業機構之服務項目
應與教師專業技能相關。 

(1)負責單位：研發處、各院系所、中心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輔導與建構符合嘉雲與北台南地區發展需求之產業聚落。 
(b)創造親產學環境，爭取校外資源，協助本校產學服務團隊輔導產業聚落廠商。 
(c)規劃專任輔導教師，透過輔導學生之便，洽商技術服務及產學合作事宜。 
(d)以移轉「創意/創新專利權」給產業界，提升技術轉移成效。 
(e)鼓勵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並給予參與服務教師適當之配課協助。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鼓勵教師一人一計畫，且產學合作或技術研發符合本系發展方向。 
(b)教師至產、官、學或專業機構之服務項目與教師專業技能相關。 
(c)本系積極推動「機電整合」、「工業自動化」相關產業輔導；拜訪廠商，協助解決
技術問題或輔導研發升級，開設人才培訓課程，研提政府相關補助資源，引介學
生至企業實習，培育廠商所需人才。 

2.方案 C3-1-2：與法人組織合作協助產業關懷方案  

質量化目標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為推動產學合作，與業界策略聯盟及技術服

務之業界總數不低於系所專任教師總數 2

倍。 

為推動產學合作，與業界策略聯盟及技術服

務之業界總數不低於系所專任教師總數 2

倍。 

(1)負責單位：研發處、人事室、各院系所中心 
(2)計畫：(含執行策略、預估成效) 
A.執行策略或作法 

(a)推動教師申請「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 
(b)創造親產學環境，爭取校外資源，協助鏈結相關廠商。 
(c)透過學生校外實習事宜，洽商技術服務及產學合作事宜。 
(d)協助申請與執行經濟部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拜訪廠商，協助解決技術
問題或輔導研發升級，開設人才培訓課程，研提政府研發補助資源，引介學生至
企業實習，培育廠商所需人才。 

(e)推廣專利與技術，鏈結相關產業。 
(f)鼓勵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並給予參與服務教師適當之配課協助。 

B.學年度預期成效 
(a)持續營造親產學環境，鼓勵教師鏈結相關產業界。 
(b)產學合作或技術服務符合本系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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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檢核 
校務發展計畫的運作機制，分成規劃(P)、執行(D)、檢核(C)、修正(A)四階段。分別說明

如下。 
一、規劃與執行機制 

規劃的運作平台：發展小組為研擬發展計畫平台；發展委員會為審議發展計畫平台；系
所務會議為發展計畫授權平台。計畫的規劃，是以「三級制」運作，並互為因果，形成循環
的規劃機制，如圖 6-1-1 所示。其中圖(a)為校務發展計畫規劃進程、圖(b)為院務發展計畫規
劃進程、圖(c)為系所務發展計畫規劃進程。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務會議

董事會議

3學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

校務發展小組

擬定計畫草案

審議計畫草案
送委員會
審議

送董事會議
審議

送校務會議
審議

通過

修正
草案

修正
草案

前3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

  

院務發展委員會

院務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會

3學年度院務發
展計畫

院務發展小組

擬定計畫草案

審議計畫草案
送委員會
審議

送校務發展
委員會審議

送院務會議
審議

通過

修正
草案

修正
草案

3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

 
圖(a)  校務發展計畫規劃進程 圖(b)  院務發展計畫規劃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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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務發展委員會

系所務會議

院務發展委員會

3學年度系所務
發展計畫

系所務發展小組

擬定計畫草案

審議計畫草案
送委員會
審議

送院務發展
委員會審議

送系所務
會議審議

通過

修正
草案

修正
草案

3學年度
院務發展計畫

 

圖(c)  系所務發展計畫規劃進程。 

圖 6-1-1 校院系所發展計畫規劃進程 

 

2.執行機制 

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機制分成整體計畫與個別計畫兩種。整體計畫執行機制，是以「系所
務發展委員會」為運作平台，由單位主管擔任主席，由個別計畫召集人，在會議中報告計畫
執行進度；個別計畫執行機制，是由計畫召集人召開工作彙報，由各方案負責人，在彙報中
報告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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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核與修正機制 
系所務發展計畫每年 1 做 1 次檢核，針對所設定的目標、執行策略做深度的檢討，並據

此，修正學年度設定目標與修正執行策略；每 3 年做 1 次總檢核，針對整體系所務發展計畫
之總目標、執行策略、發展定位做深度的檢討，並據此，研擬下一輪為期 3 學年度之系所務
發展計畫，如圖 6-2-1 所示。 

細言之，每 1 或 3 學年，先，由個別計畫召集人，進行檢核、做成書面報告、並在系所
務發展委員會報告；次，由系所單位主管，針對個別計畫之檢核結果、做成總檢核報告、並
院務發展委員會報告。 

計畫檢核係依據每個計畫所提出預期之質量化目標、檢核指標及檢核點來執行。 

 
圖 6-2-1 系所務發展計畫 PDCA 流程圖 

 

三、104 學年度系所務發展計畫之重要執行情形 
依據系(所)務發展重點之量化 KPI及具體目標，進行 104(學)年度重要執行情形之檢核，

如表 6-1 所示。(請依各系所 KPI完成 104 學年度執行情形之檢核) 

表 6-1  104(學)年度系所務發展計畫之重要執行情形 (依據系所務發展重點

KPI檢核) 

量化 KPI及具體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擬定目標 

原因分析 

1.1 

為檢視系所訂定之教育目

標、學生核心能力及畢業條件

妥適性，畢業 3 年內之校友就

業職場雇主滿意度不低於

70%。 

1.104 學年度畢業校友就業
職 場 雇 主 滿 意 度 為
91.43% 

2.目標達成率：131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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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KPI及具體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擬定目標 

原因分析 

1.2 

為檢視系所發展特色與專任

專業師資之符合度，專任專業

師資符合發展特色所佔比

例，不低於系所教師總數

85%。 

1.104 學年度專任專業師資
符合發展特色所佔比例為
100% 

2.目標達成率：118%。 

無 

1.3 

為檢視系所空間及資源之規

劃、運用、管理及維護是否妥

適，系所師生對於提供之教研

空間及資源之滿意度，不低於

85%。 

1.104 學年度系所空間及資

源之規劃、運用、管理及維護

是否妥適，系所師生對於提供

之教研空間及資源之滿意度

89% 

2.目標達成率：105%。 

無 

2.3 

系所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之

師資比例，不低於專任師資總

數的 70%。 

1.104 學年度專任助理教授
級以上之師資比例為
100% 

2.目標達成率：143%。 

無 

2.4 

為檢視系所發展特色與專任

專業師資之符合度，專任專業

師資符合發展特色所佔比

例，不低於系所教師總數

85%。(同 1.2)  

1.104 學年度專任專業師資
符合發展特色所佔比例為
100% 

2.目標達成率：118%。 

無 

2.6 

教師每年參予教學研討會、教

師社群、產學合作、廣度研

習、深度研習、技術服務等專

業成長活動之教師，不低於系

所教師總數 80%。 

1.教師參予總數 70 人次。 

2.目標達成率:1750% 

(表 2-5) 

無 

2.7 

為增進教學品質，教師每學期

教學意見調查之平均滿意度

不低於 3.5 分。 

1.104 學年度教師每學期教

學意見調查之平均滿意度為

4.8 分 

2.目標達成率：137%。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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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KPI及具體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擬定目標 

原因分析 

3.5 

為輔導學習不佳學生，教師進

行期中預警課程數之比例，不

低於每學期開課總數 100%。 

1.104 學年度教師進行期中

預警課程數之比例，不低於每

學期開課總數為 100% 

2.目標達成率：100%。 

無 

3.6 

為落實輔導學習不佳學生，教

師輔導學習不佳學生之比

例，不低於該課程期中預警學

生總數 100%。 

1.104 學年度教師輔導學習

不佳學生之比例，不低於該課

程期中預警學生總數 100% 

2.目標達成率：100%。 

無 

3.8 

為提升學生實務能力，系所聘

請業界師資協助教學之人

數，不低於教師總數 10%。 

1.聘請業界師資總數 4 人次。 

2.目標達成率：800%。 

(表 2-3) 

無 

3.10 

學校或系所訂有獎勵辦法，激

勵學生學習意願，並有具體成

效。 

1. 學校或系所訂有獎勵辦

法，激勵學生學習意願，並有

具體成效。 

2.目標達成率：學生獲獎。 

無 

4.3 

為推動產學合作，與業界策略

聯盟及技術服務之業界總數

不低於系所專任教師總數 2

倍。 

1.104 學年度止產學合作，與

業界策略聯盟及技術服務之

業界總數為系所專任教師總

數 5.0 倍 

2.目標達成率：250%。 

無 

4.4 

每 3 年產官學合作計畫，不低

於教師總數 2.5 倍。 

1.104學年度止每3年產官學

合作計畫，為教師總數 3.6

倍。 

2.目標達成率：144%。 

無 

4.5 

每 3 年期刊或研討會或技術

報告論論文數，不低於教師總

數 2.5 倍。 

1.104學年度止每3年期刊或

研討會或技術報告論論文

數，為教師總數 5.4 倍。 

2.目標達成率：216%。 

無 

4.6 

每 3 年專利或技轉總數，不低

於教師總數 20%。 

1.104學年度止每3年專利或

技轉總數，為教師總數 40%。 

2.目標達成率：2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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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KPI及具體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擬定目標 

原因分析 

4.7 

每 3 年教師將產學合作或研

發成果融入教材之課程數，不

低於專業課程總數 20%。 

1.102～104 學年度研發成果

融入教材之課程數為 17。 

102～104 學年度共開出 30

門專業課程。比例為 56％ 

2.目標達成率為 280％ 

無 

5.5 

每年應屆畢業生就業率，不低

於應屆畢業生學生總數

75%；學生就業領域符合系所

發展定位之比例，不低於就業

學生總數 55%。 

104 學年度畢業生 12 人，11

人就業，就業率 91%，學生

就業領域符合系所發展定位

之比例佔，不低於就業學生總

數 55% 

無 

5.6 

每年追蹤畢業系友職涯發展

且登錄之筆數不低於每年畢

業生總數 60%。 

104 學年度畢業生 12 人，登

錄之筆數 12 人，達 100%。 
無 

6.2 

每年至少召開乙次校務發展諮

詢會議，聽取外校專家、學者

或業界代表意見，持續改善系

務發展方向。 

106年 6月 22日召開 106年

課程諮詢會議 
無 

6.3 

每年至少召開乙次課程委員

會議，聽取外校專家、學者或

業界代表意見，持續改善課程

規劃。 

1.106 年 6 月 22 日召開 106

學年課程諮詢。 

2.目標達成。 

無 

6.4 

每年至少進行乙次教師評

鑑，持續增強教師專業素養與

教學品質。 

106 年 6 月 7 日召開 105 學

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 
無 

6.5 

每學期針對所有開課課程，至

少進行乙次教學意見調查，持

續改善教學品質。 

1.每學期辦理教師教學意見

調查，平均滿意度均高於

3.5/5。 

2.目標達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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