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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說明 

學校特色與發展願景 

本校致力成為一所「當責的成果導向教育」的典範大學，以當責地實踐我們的發展願景：「逢

甲大學是一所教學卓越、研究重點突破之亞太地區知名大學」；進而當責地落實我們的教育目標：

「培養畢業生成為兼具人文素養與專業知識之現代民主社會公民」。依發展願景與教育目標，我們

的學校定位朝向「教研並重之綜合大學」，藉以創造發展區隔，在區隔中爭排第一（圖 1）。逢甲

大學是以學生培育為核心、以學生本位為主體的大學，在如此發展的區隔裡，逢甲大學力求全國第

一。從學校觀點而言，追求教學創新的全國第一，培育學生具備學用合一關鍵能力，能發揮所學，

有能力迎接現在不存在、尚未來臨的、深具發展潛力的工作；從學生觀點而言，畢業後能夠找到好

工作，並能在事業上有更好的發展、達成自我成就。 

  
圖1. 逢甲大學發展願景、定位及教育目標 

基於長期發展願景、定位及教育目標，本校在教學、研究、社會服務方面之表現，力求為國內

外肯定；培養立足華人社會、亞太地區，進而放眼世界具忠、勤、誠、篤特質與創新能力之人才；

據以訂定在教學、研究、產學、行政與財務、永續校園之重要發展方向。 
首先在教學方面，積極教學創新，使學生養成良好處事態度與學習有用的專業技能，豐富知識

與尊重生命、維持身心平衡、具備全球化視野；及動態辦理區域產業所需求之推廣教育課程與在職

專班。其次在研究產學方面，彰顯學校教學資源特色，努力發展具國際聲望、符合國家政策需求與

區域產業需求之重點學術研究及產學成果。再來於行政財務方面，精進高效率行政服務，持續健全

財務發展、開闢新財源。最後在永續校園方面，全力營造一所充滿朝氣與創發動能的永續大學，使

所有教職員生，皆能發揮所長，有效推廣教育、產學、研究成果，提升社區生活品質，促進中部經

濟、文化及人文之地區發展，關懷整體華人社會，乃至擴及整體自然環境之永續發展；藉以形塑本

校「教學創新」、「重點研究」、「校友認同」及「企業最愛」四大辦學特色。 

109-111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理念架構 

本校 109-111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架構之建立，已基於長程發展願景定位，有效銜接歷次

中程發展計畫，不斷形塑本校辦學特色。本校依辦學願景在定位上特別強調成為一所教研並重之綜

合大學。從 106-108 學年度中程發展計畫分項目標來看（圖 2），對強調優質教學、重點研究突破，

一直是本校中程發展計畫最為重視的一環。至於提供高效率行政服務、持續健全財務發展、開闢新

財源，發展國際化，甚至是對永續校園的持續經營與追求，也已於三年中程計畫發展銜接過程中，

逐步內化為本校的一般行動準則。 
因此我們將於 109-111 學年度的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將既有行政服務、財務發展、國際化推

廣、永續校園經營等持續深化發展；同時於發展計畫重點建設項目，加大關注智慧校園的積極開

展；並將發展計畫其餘五大分項目標，有效與「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著重之五

大面向進行有效整合，再與高教深耕計畫整合，以使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能更為系統地、生態化地進

行開展，環繞著資訊教育、人工智慧之核心發展主軸，推展本校 109-111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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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持續形塑本校辦學特色，即教學創新、重點研究、校友認同、企業最愛。 

 
圖2. 逢甲大學三年中程發展計畫架構銜接圖 

我們的理想在於，經過中程校務發展規劃的實踐洗禮，透過課程調整與試驗，以創新教法的基

礎教育及以 MIT CDIO + Stanford Design Thinking 創新教學模式的專業及通識教育，培養具紮實基

礎及創新實作能力的 T 型人才；並由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到跨院、校的學制創新，進而培養跨

領域、多專長的 π型人才。透過能讓學生具備人工智慧、美學設計、人文社會創新及商業模式等能

力的創能學院，提供接軌真實產業專題的跨領域設計學院、及提供接軌真實社會專題的社會創新學

院，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與社會產業升級轉型所需創新能力的ㄤ型人才。讓企業願意以更高起薪爭取

本校學生，翻轉大學畢業生起薪無大幅增加的根本問題；並進一步從培育人才著手，協助社會產業

進行升級轉型與創新，提升台灣社會整體生活品質。 
以「學生」需求為學習主體的大學教育，而非仍以「教師」為中心的大學教育，是本校一直著

重的態度，當前世界優質大學也都盡力做到這點。隨數位科技知識與發展擴增速度越來越快、且學

習工具及獲取知識管道也已非常多元，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自然將一再地挑戰傳統高等教育運作

模式、服務內容及學習對象。今天為什麼學生還願意就讀大學、教師為什麼還願意在大學任教，如

何能培育優質的大學人才此一初衷，相信還是大學之所以存在的核心價值。而依附資通訊時代發

展，培育優質人才初衷的動力，仍將敦促大學教育的轉型向上提升，朝向提供學生不斷走出傳統教

室的機會，能讓學生在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學習。全世界的大學都跟本校一樣，從傳統到面對新

時代，有很多教學內容一定要改變，這樣的大規模改變，所有教師都沒有完全經歷過；但創新卻是

必要的，而本校所有師生也將在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中不斷體驗、不斷創新、不斷改善。基於如

上所述，本校為培養能參與產業升級社會轉型的創新人才，遂訂立本校 109-111 學年度之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總目標：「致力成為一所兼具持續創新、跨領域、國際化，且對國家社會教育具備影響力

的 4I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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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總目標，本校將以兩個策略開展整體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圖 3）： 

策略一、打造一所融滲人工智慧情境於生活與學習的大學； 

策略二、推動 MIT CDIO+Standford Design Thinking 的專題式學習框架。 

 
圖3. 逢甲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一個總目標、二個策略、三個問題 

依一個總目標、二個策略、三個問題，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將以「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

校務發展計畫」著重之「教學」、「研究」、「國際化」、「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學生輔導及就業」

等五大面向，結合本校重點建設面向，做為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六大發展面延伸範疇，進而確立六

大分項目標、分項計畫、行動方案之內容；並結合各教學行政單位持續型基礎計畫，共築本校 109-
111 學年度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架構（圖 4）。 

 
圖4. 逢甲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架構圖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各分項目標與分項計畫內涵 

本校 109-111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圖 5)，結合內外部分析，經「校務發展會議」與「系

所主管會議」討論本校亟待發展之關鍵議題，並以策略一、「打造一所融滲人工智慧情境於生活與

學習的大學」為主軸，規劃諸如「激發大學創新與重點研究」、「強化研究人才激勵動能與經營產業

研究社群」、「深耕國際產學聯盟」等計畫方向；亦著手規劃該如何發展本校「創能學院」、「社會創

新學院」、「跨領域設計學院」，進而將人工智慧教育融入本校學生之專業項目學習中。策略二、「推

動 MIT 構思、設計、實施、運作（CDIO）加 Stanford Design Thinking 的專題式學習框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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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規劃諸如「如何強化師生教學紀律」、「啟發大一學習動機」、「各學系專業課程如何融入資訊

教育」、「如何結合產學之碩博班課程設計」、「如何基於 CDIO 進行學習與教學創新推動」、「如何提

升學生外語能力」、「如何穩固教學研究師資碁盤」等計畫方向，形塑出 i#的全面資訊教育升級樣

貌，以培養具備產業升級社會轉型的人才，致力成為一所兼具持續創新、跨領域、國際化，且對國

家社會教育具備影響力的 4I 大學。 

 
圖5. 109-111 學年度 i#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9-111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各分項目標計畫陳述如下： 

 

為因應跨領域智慧化浪潮，結合本校持續發展的 MIT CDIO+Stanford Design Thinking 創新教

學模式，並重視大學社會責任（Univerc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對在地深耕之服務；本校積

極打造融滲人工智慧情境、創新專題式學習框架、跨域多元學習途徑、在地創生連結等之創新教學

模式，有效因應產業升級社會轉型，以「培養學生具備 i+Xi 之智慧創新應用能力、落實大學社會

責任」作為本校落實教學創新之分項目標，且以此規劃分項計畫 1.1 厚植學生基礎能力與問題解決

能力；分項計畫 1.2 落實以 MIT CDIO 與 Stanford Design Thinking 為內涵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具

備從構思到實踐的創新實作能力；分項計畫 1.3 推動創新學制及創新教學模式，提供彈性多元的跨

領域學習途徑；分項計畫 1.4 打造一所融滲人工智慧情境於生活與學習的大學，讓學生具備社會產

業升級轉型所需的人文與數位創新能力；分項計畫 1.5 以在地創生中心連結產業與地方落實大學社

會責任；分項計畫 1.6 發揮學校既有優勢特色，並跨域合作發展智慧健康領域；分項計畫 1.7 提升

高教公共性與發揮大學社會影響力；分項計畫 1.8 人工智慧學校特色發展。以 8 個分項計畫達到

「提升學生跨領域、人文與數位創新能力」之關鍵績效目標（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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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分項一_落實教學創新 

 

本校為都會型大學，地理位置優越，鄰近科學園區與工業區，擁有產業群聚資源，且為因應跨

領域智慧化浪潮，以此引領教學研究成長，本校積極打造融滲人工智慧之研究發展主題，有效因應

產業升級社會轉型，以「聚焦亮點領域研究、加速智慧發展，培養社會轉型創新人才、偕同產業升

級」做為本校聚焦智慧研究之分項目標，且以此規劃 4 個分項計畫。分別為：分項計畫 2.1 推動智

慧城市、智慧商業、智慧製造、智慧營建之四大智慧領域研究；分項計畫 2.2 聚焦校內創新與亮點

研究智慧發展；分項計畫 2.3 優化研究環境，提升產研能量；分項計畫 2.4 激勵研究人才擴大研發

動能。以 4 個分項計畫達到「提升亮點研究之學術影響力」之關鍵績效目標（圖 7）。 

 
圖7. 分項二_聚焦智慧研究 

 
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高度競爭，同時掌握國際化發展促成的國際合作辦學契機，且基於本校

具備與知名國際學校或企業共同辦學之能量，本校積極建構良好的國際高等教育合作環境，以提升

國際視野來有效因應產業升級社會轉型，將「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建構國際合作與環境」做為本

校提升國際視野之分項目標，且以此規劃 4 個分項計畫。分別為：分項計畫 3.1 提升學生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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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強化學生英文能力；分項計畫 3.2 擴大國際學生學習資源，深化全英語教學課程；分項計

畫 3.3 聚焦國際交流及合作，推展國際雙聯學位；分項計畫 3.4 打造質量兼備的國際化環境，讓學

生具備國際移動力與就業力。以 4 個分項計畫達到「打造師生有感的國際化校園、提升境外生華語

能力」之關鍵績效目標（圖 8）。 

 
圖8. 分項三_提升國際視野 

 
本校鄰近科學園區與工業區，擁有產業群聚資源；具備廣大校友群，能有效組織校友資源；且

本校具備與知名國際學校或企業共同辦學之能量；立基上述內部優勢，同時為因應少子女化造成的

大學生源總量漸趨下滑之外部威脅、以及結合鄰近本校水湳經貿園區之新校地實踐發展契機，需積

極發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本校將積極打造融滲人工智慧之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深耕中部地區

在地服務，有效因應產業升級社會轉型，以「成為產業合作與人才培育首選夥伴」作為本校深耕產

學推廣之分項目標，且以此規劃 4 個分項計畫。分別為：分項計畫 4.1 配合國家發展、引進產業資

源培養國家所需競爭力人才；分項計畫 4.2 建構完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讓學生擁有創業能力；分

項計畫 4.3 深耕產業，成為智慧產業推廣教育首選夥伴；分項計畫 4.4 推動 Summer School，創造

國際多元學習機會。以 4 個分項計畫達到「促進產業資源投入人才培育之提升、開創國際多元學習

機會」之關鍵績效目標（圖 9）。 

 
圖9. 分項四_深耕產學推廣 

 

因應學生學習動機差異日漸擴大，結合持續發展的 MIT CDIO+Stanford Design Thinking 創新

教學模式所搭配的學習輔導，本校將有效組織校友資源、以及鄰近科學園區與工業區之產業群聚資

源，以創新教學模式讓學生有效因應產業升級及社會轉型；將「輔導學生職涯規劃、加值就業競爭

力」作為本校加值成就學生之分項目標，且以此規劃 5 個分項計畫。分別為：分項計畫 5.1 從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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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Co-op 強化學生就業力；分項計畫 5.2 系統化職能導入課程，有效達成學用合一；分項計畫 5.3
成立成就學生中心，推動自我及挑戰導向學習新模式；分項計畫 5.4 系統化輔導機制。分項計畫 5.5
營造優質安全的住宿環境。以 5 個分項計畫促成「整合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諮商與職能發展、就

業輔導之完整協作式學涯服務」的關鍵績效目標（圖 10）。 

 
圖10. 分項五_加值成就學生 

 
本校具高度行政效率、執行力，且財務基礎健全。藉水湳經貿園區新校地實踐之發展契機，以

整合學校總務、人資、財務三方面之資源完善校園支持系統，以隨著產業升級及社會轉型，連帶促

進智慧校園發展，將「推動重點建設、健全財務與人資制度」作為本校健全支持系統之分項目標，

且以此規劃 3 個分項計畫。分別為：分項計畫 6.1 新舊校園整合、發展永續智慧校園；分項計畫 6.2
人資優化組織活化；分項計畫 6.3 財務開源有效運用。以 3 個分項計畫達到「讓全校教職員生感受

校園的健全支持系統」之關鍵績效目標（圖 11）。 
另外，本校極為重視校園重點建設發展，於 109 年起執行十二項校園基礎建設，包括：南門改

造計畫、圖書館一樓藝文場域優化計畫、丘逢甲紀念館_智慧城市 Lab 建置、精采學舍建置、男女

生宿舍改善、共善樓新校地建設、體育館整體整修、電通館 B1 轉型資電學院及工程與科學學院空

間、商學大樓精進專案、行政一館專案、忠勤樓一樓建築專業學院 In Sense Lab 建置、育樂館成就

學生中心建置等十二項建設。 

 
圖11. 分項六_健全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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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校務中程發展需求所規劃之重大支出項目 

支用項目 
分項目標 

中西文圖

書、期刊

及電子期

刊資料庫

購置 

教學環境設

備及資通訊

軟硬體汰換

更新 

研究環境設

備、實驗室

及軟硬體汰

換更新 

學生社團

器材汰換

更新 

實驗室安全

設備汰換更

新 

1 
落實教學創新_培養學生具備 i+Xi 之

智慧創新應用能力、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V V V V V 

2 
聚焦智慧研究_聚焦亮點領域研究、加

速智慧發展，培養社會轉型創新人才、

偕同產業升級 
V  V  V 

3 
提升國際視野_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

建構國際合作與環境 V V    

4 
深耕產學推廣_成為產業合作與人才

培育首選夥伴 V V V  V 

5 
加值成就學生_輔導學生職涯規劃、加

值就業競爭力 V   V  

6 
健全支持系統_推動重點建設、健全財

務與人資制度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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