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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說明 

學校績效表現 

近年，本校不論在教學成效、產學互動及學術聲望在台灣中部地區已備受肯定，在亞太地區學

術聲望上亦逐漸嶄露頭角，成果簡述如下： 
 教學方面 
 系所評鑑品保機制完善，落實自辦外部評鑑：97 年下半年接受教育部第一週期系所評鑑，98

年全數獲得「通過」之評等殊榮。進入第二週期，自 102 年教育部認可由學校自行舉辦通識教

育暨系所外部評鑑，於 103 年 12 月順利完成受評單位之實地訪評作業。105 年已經教育部認

定本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有效期限比照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自 104 年起至 109 年止。系

所評鑑結果請連結：https://www.heeact.edu.tw/1151/1194/2785/1732/。 
 工程類學系全數通過國際 IEET 認證：工程有關的 20 個學系及學位學程全數通過 IEET 國際

工程教育認證，確保教學品質符合國際標準，111 年起將再新增 4 個學位學程接受認證。認證

結果查詢請連結：https://reurl.cc/ygdgYD。 
 大商學院獲得 AACSB 國際商管教育認證：108 年 1 月本校與商管有關之商學院、金融學院與

EMBA 再次獲得 AACSB 認證，評鑑過程中訪視委員對本校商學教育在「創新、影響力與參與」

（Innovation, Impact and Engagement）方面的表現高度肯定，提出對過去五年成效無任何改善

建議之訪評報告（clean report），成為中臺灣第一所再次獲得認證之大學。認證結果請連結：

https://reurl.cc/odWg3M。 
 教學卓越與品質保證方面，本校專注優質教學並落實學用合一：94 至 106 年連續 13 年榮獲全

國教學卓越計畫，並九度蟬聯教學卓越計畫全國第一，榮獲最高獎勵；107 年及 108 年「高教

深耕計畫」於「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分別獲得 1 億 4,820 萬元及 1 億 5,120
萬元經費補助，綜合私校第一。顯示本校對學生專業知識與全人教育的養成已獲社會肯定。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各評鑑項目全部通過認可：100 年度接受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並獲「學校自

我定位、校務治理與經營、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會責任、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五

項評鑑項目全部通過認可（2012-2017 年），是全台唯一系所評鑑及校務評鑑全數通過的綜合

大學，獲得「辦理完善，績效卓著」績優大學殊榮。107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本

校於「校務治理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四項評鑑項

目再度全部通過認可，認可有效期間自 2018 年起至 2023 年止。 
 產研方面 
 研究表現亮眼，研究影響力於國際評比表現深獲肯定：工程、材料工程及電腦科學三個學術領

域進入世界前 1%強的基本科學指標（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其研究成果對學術界

與產業界有國際水準之實質貢獻。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方面，2021 年 THE 發布「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本校於「工程與技術」

排名全球 601-800、全國第八、私校綜合大學第一；「電腦科學」排名全球 501-600、全國第九、

私校綜合大學第一；「物理科學」排名全球 801-1000、全國第八、私校綜合大學第一；「商業

與經濟」排名全球 601+、全國第十二、私校綜合大學第四。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

界大學學科排名」方面，2020 年於「Economics & Econometrics」領域排名 451-500。 

 學術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持續穩定成長：本校近三年，平均承接 2 億 7,628 萬元學術研究

計畫及 6 億 950 萬元產學合作計畫。108 年度本校產學合作計畫金額全國第 7，私校第 1，其

中在政府部門資助計畫全國第 4，私立大學第 1，成果傑出。 
 榮獲經國內外「績優育成」獎項：本校育成中心多年來均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績優育成中

心」的肯定，在 101 年、102 年、104 年、105 年、108 年皆獲得績優育成中心獎項，並於 103
年、104 年通過瑞典 UBI Index 全球國際育成孵化器評鑑。著眼於「創新創業」、「專利加值」

與「技術商品化」的密不可分，本校於 105 年將創新育成中心與技術授權與商業化中心整併為

https://www.heeact.edu.tw/1151/1194/2785/1732/
https://reurl.cc/ygdgYD
https://reurl.cc/odWg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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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與技術授權中心」，協助本校作為整體產學合作推動之窗口，在輔導過程中以更高的效

率提供更完整的專業服務給中小企業。 
 本校育成與技術授權中心以研發創新能量與硬體設施為經，重點發展與地方特色為緯，

深耕創業教育及創業輔導，建立具產業價值鏈的育成平台，成效卓著。育成與技術授權

中心輔導學生參加教育部 U-start 計畫及大專實戰學習平台競賽，109 學年度共有 4 組團

隊分別榮獲教育部創新創業計畫的肯定，其中有「MS 模創-光固化黏土」與「程堡-程式

教育」兩團隊獲得 U- 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獎勵；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則有「小

山丘」與「SEOUL AREA」兩團隊獲獎。109 年學生創新創創業計畫總獎金達 165 萬元，

表現亮眼，其中「MS 模創設計」獲得教育部「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獲第二階段製造

技術類別 45 萬元的補助；該團隊兩階段累積拿到 80 萬元獎金。 
 榮獲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計畫」補助：連續兩年獲科技部支持成立「逢甲大學國際產學聯盟

（FCU GLORIA）」。全國僅 20 所大學獲此補助，本聯盟更為 20 所大學中唯一以「智慧營建、

製造與營運」為核心的國際產學平台，結合智慧營建、智慧製造、智慧營運、智慧物聯網、數

位光學、智慧能源等範疇，引領產業朝向智慧化邁進。FCU GLORIA 以「付費加盟、投資學

界、共享共榮」的概念，採會員制度營運，與企業會員形成夥伴（Partnership）與會員（Membership）
的互助關係，提供技術開發輔導、產學媒合與技轉、人才媒合與培訓等服務，截至目前為止，

聯盟成效斐然，招募國內外會員約有 33 家，包括泰科電子公司、西門子公司、洛克威爾公司

等夥伴會員。本聯盟致力打造 FCU GLORIA Pinball 平台，並以搭建學術與產業之間的橋樑為

己任，減少產學落差，讓更多創新研發走入市場，協助企業成長，創造產學雙贏。 
 其他方面 
 永續循環─逢甲 3 座水資源再生中心落實水資源最佳化管理。 
 逢甲大學推展綠色諧能循環永續，獲頒「低碳永續城市傑出貢獻獎」。 
 推動專案管理有成，逢甲大學榮獲 2020 年認證培訓標竿獎第一名。 
 逢甲大學 107 年推動校園行動支付，營造校園環境，培養未來金融科技人才，108 年獲教育部

選定為「大專校院校園行動支付推動計畫」先導學校。 
 榮獲教育部 107 年「校園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績優學校」甲等獎。 
 榮獲交通部 107 年「金安獎」表揚：107 年獲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評選績優」，並薦送交通

部表揚。 
 榮獲 107 年度大專校院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廣學校特優獎。 
 運輸與物流學系學會榮獲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大學校院組自治性、綜合性特優。 
 管樂社榮獲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大學校院組康樂性特優、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

團體 B 組特優。 
 榮獲內政部兵役業務評比為績優學校：106 年獲頒役政之光獎牌。 
 榮獲教育部「107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大學校院組」卓越獎、簡報獎、行政傑出獎、立

法傑出獎、選制傑出獎、財物傑出獎。 
 榮獲教育部「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卓越獎、金卷獎、簡報獎：對

本校學生會的用心與努力是一大肯定。 
 通過 OHSAS 18001 200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並榮獲教育部 102-108 年度大專校院「校

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可學校，獲頒證書：繼 102 年 8 月年首次獲得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102-105 年自主管理能力最高三年認可證書， 105 年再度榮獲教育部 105-108 年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實務管理認可評核最高三年。105 年 8 月 30 日榮獲教育部頒發「大專校院校

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實務管理能力認可」證書（最高三年免評，效期至 108 年 8 月 29 日）及

通過 OHSAS 18001 200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在教育部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大專院校

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輔導，安全衛生超過 90 分為全部參加評比學校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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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第二屆臺中市低碳城市傑出貢獻獎」，擔任「台中市減碳大使」：105 年 11 月本校由綠

色能源發展中心與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理中心共同合作參選，榮獲傑出貢獻獎殊榮，並獲市

政府邀請擔任，並獲市政府邀請擔任「台中市減碳大使」，於 11 月 21 日由楊龍士資深副校長

代表本校接受市長頒獎表揚 105 年教育部舉辦大專院校「學校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績優

人員獎，首辦特殊事蹟及創新作為委員評分及入圍者互評，鄭明仁教授時任本校環境安全衛生

管理中心中心主任及總務長，榮獲安全衛生績優人員優等獎及 106 年 11 月 2 日教育部大專校

院資深優良環境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獎勵，本校張麗雲執行秘書貢獻年資屆滿十五年接受教育部

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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