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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教學 分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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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厚植
學生基
礎能力
與問題
解決能
力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1.1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學
生考取專業證照數 1,100人、學生
外語能力檢定測驗成績通過
CEFR B1以上 900人次、開設程
式設計相關課程數 200 門、修讀
程式設計課程學生比例達 100%、
修習 Apps 實作課程學生比例達
100%、大一學生閱讀寫作能力成
果完成比例達 100%；將透過指標
達成，以厚植學生基礎能力與問
題解決、提升學生跨領域、人文與
數位創新能力。重點執行項目如
下所列： 

 學生考取專業證照數 1,241 人、
學生外語能力檢定測驗成績通過
CEFR B1以上超過 900人次、開
設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數達 200
門、修讀程式設計課程學生比例
達 100%、修習 Apps實作課程學
生比例達 100%、大一學生閱讀寫
作能力成果完成比例達 100%。達
成率 100%。 

 推動創新
成果導向
多元語境
外 語 課
程，落實
四年英語
學習之獨
特性和連
貫性 

 提昇學生英語溝通表達能力暨教
師英語教學能量。以學生學習成
效的展現及教師教學法精進為核
心，規劃英語溝通力實驗計畫，以
非正規課程方式進行，包含：1. 大
一英文結合廣泛閱讀計畫，訓練
學生閱讀不同文化脈絡背景的讀
本，結合多元評量方式，展現學生
學習成效。2. 藉由外語對話訓練
活動及寫作計畫，提升學生表達
溝通能力；結合校外社區資源，以
多樣化例如導覽、課程課輔，創造
發表平台讓學生展現學習成果。3. 
教師藉由工作坊，與跨域、跨系教
師分享教學經驗、工具等，及共思
共創不同課室困境之解決方法。
預計每學年辦理英語寫作工作坊
4場、外語角活動 60場。期能於
課程端具多樣性，呈現專業應用、
跨文化溝通特色；於學生端兼顧
學生語言正確性，並從文化理解
角度，作有效溝通；於教師端促進
教師跨域合作，提升教學研究能
量並反饋改善教學現場。 

 執行成效如下： 
 辦理教師成長工作坊 16場，有
效凝聚教學共識，提升教師教
學知能及研究能量。 

 辦理英語/外語角場次達 60 餘
場。寫作訓練採一對一輔導模
式，共辦理 30場。 

 學生對於寫作一對一模式反應
良好，希望增設場次；學生對於
口說活動中老師主題式引導跟
大家分享事物、用小遊戲記憶
單字給予正面評價，認為有助
於提升學習動機。 

 以上達成率 100%。 

 圖書館藏
質量精實
強化，支
持教學創
新推展 

 持續提升館藏資源借用服務效
能。每年新增 5,000 冊/件實體館
藏 （包括紙本圖書、期刊、視聽
資料）、每年新增 9,000種以上中
西文電子書、每年訂購電子期刊 2
萬 4,000種以上、每年實體館藏借
用 4 萬人次以上、每年實體館藏
借用 11萬冊/件以上；每年採購重
要電子資料庫 70種以上、每年電
子資源（包括電子期刊及電子資
料庫）使用數量 180萬人次以上；
每年舉辦各類型館藏資源推廣研
習課程活動 120場以上。 

 110年新增實體館藏已達5,000冊
/件（包括紙本圖書、期刊、視聽
資料）、採購或訂購中西文電子書
已達 9,000 種以上、電子期刊已
至少 2 萬 9,507 種、重要電子資
料庫 77種、舉辦各類型館藏資源
推廣研習課程活動達 129 場，達
成率 100%。 

 另實體館藏借用 37,534人次、實
體館藏借用 94,426種/件、電子資
源（包括電子期刊及電子資料庫）
使用數量合計 1,740,88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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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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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課程
群組、微
學分、工
作坊以及
藝 術 講
座，以跨
域整合情
境教學，
增益學生
對人文與
藝術的涵
養及創新
與創意的
視野 

 以通識教育跨領域微學分課程，
培養學生未來競爭力。透過微學
分課程提供跨領域課程，及培養
學生自我學習的態度，藉此整合
學生軟能力及專業能力；以專題
製作課程及自主式課程之學習模
式，激發學生創意思考，培養專
業技能與競爭力；透過課程群組、
微學分、工作坊以及藝術講座，
以跨域整合情境教學，增益學生
對人文與藝術的涵養及創新與創
意的視野；透過師生共談系列活
動，激發學生面對不同主題的想
像力與表達能力。預計每學年開
設跨領域微學分課程（數）200
門；修課後衍生開設自主課程 2
班，組隊參加競賽 5組。 

 依據學生問卷回饋陸續開設符合
產業及學生需求等共 269 門課
程。鼓勵同學衍生開設之自主課
程「遠距教學方法研究與實務」、
「遠距線上教學的實務演練」等
2班，跨領域組隊參加各項競賽，
如「領航盃-無人機創意應用大
賽」、「AUTODESK2021逢甲盃設
計挑戰賽」以及「逢甲大學台中
歷史建物貼圖競賽」共 11組。達
成率 100%。 

 以人文社會學院跨領域實作課程
推動教研設備建置，聚焦人文與
科技結合，培育產業所需之人才。
經由辦理人文結合科技之各領域
研討會，累積學術能量；擴大文
創實作群組教學活動及實作工作
坊，培養學生能力；辦理各項藝
文競賽，提升學生創作實力。希
冀提升學生跨域、人文與數位創
新能力、及科技人文亮點研究之
學術影響力。預計每學年人文社
會學院修習跨領域專長模組課程
達 70人次。 

 辦理「智慧人本教育創新教學學
術研討會」、「逢甲大學創新應用
專題競賽」、「任意門―逢甲中文
文創社群」、「逢甲大學圖文數位
設計暨國際認證系列工作坊」等
提升學生跨域競爭力活動。修習
跨領域專長模組課程共計超過 70
人次。達成率 100%。 

 透過學生
自 治 組
織、社團
及 志 工
隊，開設
基礎與進
階知能課
程，深化
學生需要
的軟能力
及執行力 

 培育學生兼任教學助理，提升大
學部學生學習輔導成效。依據課
程性質與重要性提出教學助理配
置，藉以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成效，透過集中教學助理資源，
落實學生學習預警及課後學習輔
導運作機制，讓學生從強化課業
基礎獲得實質學習成效及累積其
教學經驗。預計研究生兼任教學
助理（TA）及研究獎助生合計 800
人。 

 研究生兼任教學助理（TA）共 522
人，研究獎助生 327人，合計 849
人。達成率 100%。 

 持續挹注社團器材汰舊換新，添
購及汰換社團器材，提升社團活
動品質；聘任學有專長的社團指
導老師，加強學生專業素養及技
能，每年聘任 100位社團指導老
師。 

 完成 29個社團器材汰舊換新、聘
任 104 位社團指導老師。達成率
100%。 

1.2 落實
以 MIT 
CDIO與
Stanford 
Design 
Thinkin
g 為 內
涵的教
學模式，
培養學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1.2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
參與教師成長工作坊 1,900人次；
將透過指標達成，以深化 CDIO
從構思到實踐的連貫式成果導向
教育模式，與世界接軌培養未來
所需人才。重點執行項目為： 

 已辦理 77場教師成長工作坊，超
過1,900人次參與，達成率100%。 

 深 化
CDIO 從
構思到實

 以 CDIO教學模式融入運輸物流
課程，培養學生實作及模擬分析
能力。鑑於運輸系統多元化與物

 於大眾運輸系統學課程中使用混
合多理論（Multimethod）系統分
析模擬軟體 Anylogic，完成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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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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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具備
從構思
到實踐
的創新
實作能
力 

踐的連貫
式成果導
向教育模
式，與世
界接軌培
養未來所
需人才 

流創新服務之盛行，規劃或配置
型態日新月異，傳統運輸及物流
產業面臨挑戰，不論是運輸系統
排班、道路系統配置、運輸場站
配置均需藉由模擬分析，均須事
先評估方案之合理性與適宜性。
因此，預計購買混合多理論
（Multimethod）系統分析模擬軟
體 Anylogic、高效能資料採礦軟
體 PolyAnalyst，以配合專業課程
規劃，進行教學與實作。預計結
合大眾運輸系統學課程使用人次
120 人、運輸設施區位概論課程
學生使用人次 60人、智慧物流課
程學生使用人次 120人。 

報告 28篇，總計使用 128人次，
達成率 100%。 

 另為更加因應教學軟體之共學共
享，重新考量高效能資料採礦軟
體 PolyAnalyst之合宜性，改購置
模擬軟體「視窗版海空運承攬業
專業管理系統」應用於教學，總
計使用 100人次。 

 推 動
CDIO 與
Design 
Thinking
專題式程
融入專業
教育，提
升學生創
新實作能
力，深化
專業知能 

 以創新教學模式、落實專業接軌，
厚植學生建築專業實力。針對專
業導向課特性，增設觸控顯示器
之教學互動嶄新設備，以提升學
生學習品質成效。預計每學年學
生使用人次超過 550人。 

 支援課程數達 30門以上，學生使
用人次超過 550 人。達成率
100%。 

 藉實務說明與操作，引導學生逐
步學習專業理論，以改善學生對
電磁學等專業科目較為艱深的刻
板印象。預計專題實作件數（含
新鮮人、深碗、跨學期畢業專題
等）30件；學生具實習、專題研
究或實作經驗之比例達 100%。 

 學生通過國內證照人次共 7 人；
專題實作件數共 41件；學生具實
習、專題研究或實作經驗之比例
達 100%。達成率 100%。 

 提升教師
CDIO 與
Design 
Thinking
創新教學
能力，落
實培育學
生 具 備
CDIO 四
大核心能
力 

 以碩士班田野勘考調查課程，訓
練大學部學生關於歷史文化藝術
等田野調查基礎能力，以厚實學
生社會人文研究方法之專業知
能。本課程估計 109學年以 4次
田野調查為目標，使學生能學習
田野調查技巧、能寫作田野調查
報告，具備將田野資料轉化成科
普性或具文化開發潛力建議之能
力。預計每學年田野勘考調查課
程暨工作坊等相關活動參與人次
160人。 

 110年 4月 16日由陳玉苹老師帶
領 12位學生前往鹿港，邀請張安
儂老師做鹿港囝仔簡介分享與導
覽；並前往木作技藝保存人王肇
楠老師府上，聆聽細木作工藝介
紹等相關田野調查。結合田野調
查勘考課程暨 9 場相關之田野調
查演講工作坊活動，共計參與人
次達 160人。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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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1.3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為申請參
與跨領域專長學生數 100 人，以
提供彈性多元的跨領域學習途
徑，提升學生跨領域創新能力。重
點執行項目為： 

 申請參與跨領域專長學生數達
100人以上。達成率 100%。 

 推動開放
環型大學
（ Open 
Loop 
Universit
y）機制，
以
Minerva 
Schools
為師建立
典範鏈結

 推動教學暨實驗場域優化，諸如
原行政大樓轉型活化為創新教學
場域等，以培育學生在大數據、雲
端與資訊分析等硬實力。本校以
學生學習為核心的辦學理念，為
因應未來發展趨勢，將舊有行政
大樓空間活化再造，期能擴大多
元教學暨學習場域供本校師生使
用，以形塑多樣化之師生互動型
態，預計使用人次達 480人次。 

 原行政大樓轉型活化之創新教學
場域，包含：電腦教室、AWS教
室、交流學習區等，使用人次達
500人次以上。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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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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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1.4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參
與 Student Club學習社群學生數
500人；將透過指標打造一所融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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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執行項目為： 

 參與 Student Club 學習社群學生
數 503人。達成率 100%。 

 強化社會
創新學院
鏈結社會
資源，推
動人文創
新取向專
題課程，
培育學生
成為具備
敍事及社
會設計能
力的跨領
域人才 

 認識臺灣中部地區智慧城鄉之發
展與應用，提升學生人文關懷意
識及跨領域專業知識，並加強與
產業之連結。預計每學年觀察及
參與中部 2 個智慧應用街區或社
區，提出 2 處智慧城鄉的人文環
境觀察報告，邀請在地專家和 STS
專家、智慧科技應用專業人士舉
辦 6 場演講；開設人文創新取向
專題培育課程數 3 門，預計修習
人數 100人次。 

 辦理 6 場演講及論壇；開設「社
會創新與地方創生」、「永續環境
倡議與行動」、「企業社會責任與
社會創新」、「商業模式與社會創
新」4門課程、修課人數 126人。
以上達成率 100%。 

 另 2 場社區觀察及相應報告，因
109 學年度下學期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而終止。 

 結合產官
學之智慧
校園大數
據及服務
共享之物
聯 網 平
台，打造
一所融滲
人工智慧
情境於生
活與學習
的大學 

 完成創能學院人工智慧特色學習
場域之互動式教學資源交流整合
式平台，並依據師生使用教學資
源平台之回饋意見修調平台。藉
由師生社群、互動式教學使用情
況等意見蒐集，修調平台功能及
網站資訊，以期更符合使用者實
際需求。 

 藉由師生社群、互動式教學使用
情況等意見蒐集，修調平台功能
及網站資訊，如：PowerBI儀表板
動態規則及更新頻率調整等，參
酌本校選課行事曆時程，即時呈
現各學院場域特色課程修讀情
形，以彈性調整跨域推動做法。達
成率 100%。 

1.5 以在
地創生
中心連
結產業
與地方，
落實大
學社會
責任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1.5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為社會議
題實作專題課程開課數 23門，以
在地創生中心連結產業與地方落
實大學社會責任。重點執行項目
為： 

 開設鏈結社會需求的跨領域實務
導向型課程及微學分課程共 24
門，辦理 38 場工作坊。達成率
100%。 

 結合跨領
域設計學
院與社會
創新學院
推動社會
創新，實
踐無邊界
大學與在
地創生，
落實逢甲
大學社會
責任 

 建置漢字文化中心，提供完備之
展覽策展與書寫空間，提升全校
師生書寫漢字的能力。該中心區
分為四部分：書寫，展覽、茶藝與
閱讀場域。1.書寫場域除了提供教
學（書法、篆刻、水墨）外，亦可
作為全校師生自由學習書法的空
間。2.展覽場域除了常設展外，每
年有六檔以漢字文化為主題的策
展或研習。3.茶藝場域除教學外，
亦開放體驗品茗與練習茶藝技
巧。4.閱讀場域主要是提供碑帖與
漢字文化相關書籍的閱讀，亦可
作為學習問題討論的空間。預計
每學年舉辦 2 場漢字相關工作坊
及展覽 6 場，不定期舉辦漢字學
術研討會與講座等，期待透過這

 舉辦硬筆書法及教職員書法比
賽。另辦理漢字文化為主題之展
覽講座 6場。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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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些交流方式，整合校內及社會資
源，逐步發展 USR計畫，成為全
國高教的亮點與推廣漢字文化的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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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1.6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就
讀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與國際合
作辦學學位生人數（累加數）530
人。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為本校
重點發展優勢特色之一，將持續
強化國際合作辦學；重視國際移
動力亦為本校發展優勢特色，未
來需不斷深化與國外學校之合作
交流。本項 1.6執行計畫同時包含
跨校合作發展智慧健康領域，以
肇建本校深具潛力之辦學特色，
與醫療體系共同發展跨域教研能
量，培養生醫領域人才。重點執行
項目為： 

 就讀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與國際
合作辦學學位生人數（累加數）
559人。達成率 100%。 

 打造生醫
工程暨健
康科技創
意學程，
跨域合作
培養智慧
健 康 人
才，擴大
特色領域
進軍 21
世紀最夯
產業 -人
工智慧與
健康 

 提升跨域教研能量，培養生醫領
域人才。發展各領域與醫學結合
之相關研究，建立與醫療體系之
連結（如：台中榮民總醫院、中山
醫學大學）。預計每年與校外醫學
領域合作件數 4 件、醫學領域研
究人才培育人數 8位。 

 與包含眼科、腎臟科、新陳代謝科
及麻醉科等領域合作件數共計 9
件、醫學領域研究人才培育人數 9
位。達成率 100%。 

 高效能微型化經顱磁刺激線圈開
發計畫，發展技術與原型產品並
與國際級團隊對接、以創造技轉
機會。本校擬與大腦診斷與治療、
幹細胞及病毒應用等相關國際級
團隊合作，發展腦科學調控相關
硬體設備技術及原型產品。預計
於 110年完成 TM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線圈（Coil）
原型設計開發。 

 本計畫與國際級團隊總計合作執
行期間為 110 年 1 月至 111 年 6
月，利用電腦模擬進行感應線圈
之設計雛形，並導入材料科學、工
業設計及熱管理概念，經電腦模
擬顯示，已可滿足現有熱能之平
衡。完成 TMS感應線圈之尺寸直
徑為 15 cm。藉由新型 TMS感應
線圈設計及熱管理材料設計，現
已撇除水冷裝置使用，改以氣冷
方式進行冷卻，並於 6 月中進行
最後測試及修改，6月底完成新型
TMS 感應線圈開發。達成率
100%。 

 整合生醫工程相關儀器設備，建
置生醫工程學程實驗室，吸引大
學部學生投入生醫工程發展領
域。以建構完成一個「模擬病房」
為目標，作為生醫工程相關課程
教學的實驗室，預計完成 1間「模
擬病房」，導入至少 5門課程教學
模組。 

 完成「智慧健康醫療實驗室」整
合：攜帶式血氧濃度與二氧化碳
濃度監測儀、呼吸器、人工肺、心
電圖機、血壓機、肺量計、腦波儀、
肌電儀、超音波儀等醫療儀器設
備，應用於醫學量測、醫學影像系
統、醫用電子、醫療器材專論、生
醫工程專論等 5 門課程。達成率
100%。 

1.7 提升
高教公
共性與
發揮大
學社會
影響力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1.7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為：建置雲
端校務資訊平台指標累積數達
100 個、落實國際教育認證通過
率；將依指標以達成確保校務教
學品質提升及教學品保機制。重
點執行項目為： 

 建置雲端校務資訊平台指標累積
數達 100 個以上、已落實通過國
際教育認證。達成率 100%。 

 落實成果  工程及商管國際教育認證通過率  工程及商管國際教育認證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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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導向持續
改善教學
品保機制
-專業系
所評鑑 

100%。確保教學品質符合國際標
準，協助強化教師與學生專業素
質。 

100%。 

1.8 人工
智慧學
校特色
發展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1.8執行計畫內容，主要為因
應跨域智慧化浪潮，結合本校持
續發展的 MIT-CDIO+Stanford-
Design Thinking創新教學模式，
培養學生具備 i+Xi 之智慧創新
應用能力」；希冀各學院發展各自
具特色之 AI教學創新發展。重點
執行項目為： 

 結合本校持續發展的 MIT-
CDIO+Stanford-Design Thinking
創新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具備 
i+Xi之智慧創新應用能力」；推動
各學院發展各自具特色之 AI 教
學創新發展。請見下述說明，總達
成率 100%。 

 學院 AI
特 色 發
展，充實
院系教學
設備 

 商學院： 

1. 因應大數據資料分析之程式能力
與軟體應用，培育巨量數據資料
分析師人才。透過高效能電腦運
算設備，培育學生使用統計計算
或演算技能，及大量資料之資料
庫的快速計算能力，以因應大數
據資料分析之程式能力與軟體應
用，有助於推展大數據分析之人
才，預計每學年取得 SAS證照、
通過美國精算協會 SOA 考試科
目 5人次。  

2. 建構智慧商業教室，推動 PBL專
題教學，經由團隊合作學習，培
育學生行銷創意能力。強調分組
討論的教學環境及PBL的推廣學
習，透過增加可書寫觸控的互動
觸控顯示器設備，以及連結教師
電腦與群組電腦溝通互動的群組
電腦互動教學系統，提高學生參
與度，塑造實用有趣的遊戲化設
計學習環境。預計每學年達成學
生學習影片拍攝及書面報告共
16件。 

3. 建置經濟學學習 APP「逢甲經濟
通」應用程式，激發學生自主學
習。於 109學年度落實使用「逢
甲經濟通」APP學習平台，持續
增加練習題庫，作為平日學習經
濟學的輔助工具；並將 APP內含
題庫闖關遊戲，以此作為學生主
要自主學習之輔助工具，亦能作
為教師使用之教材參考。預計每
學年下載使用學生數達 1,500人。 

 

1. 通過美國精算協會 SOA 考試科
目共有 8人次。達成率 100%。 

 
 
 
 
 
 
 
 
 

2. 以范特喜微創文化為主題，完成
18支影片及學生書面報告，達成
率 100%。 

 
 
 
 
 
 
 
 
 

3. 「逢甲經濟通」APP題庫製作參
與人數約 150 人，並已完成各章
節之影音輔助教材。學生下載使
用人次達 1,500 人次以上，達成
率 100%。 

 工程與科學學院： 

1. 培養符合企業需求的數據科學
家。透過課程加強數理訓練，輔
以證照與競賽強化實作能力，並
藉由實習了解產業知識。預計每
學年學生考取證照數 60 人，教
師參與 3人次，相關計畫數 1件。 

2. 發展環境介質、生物/微生物巨量
數據擷取與環境場域智慧模擬精

 

1. 學生取得證照 118 人次，教師參
與 4人次，相關計畫 1件，另開
設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5 門，達成
率 100%。 

 
 

2. 已建置三項儀器項目，應用於「環
境專題」、「學士論文」、「水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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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進課程，培養學生重視全球環境
問題，對綠色環境盡一份心力。
環境介質的因子數據監測及分
析，須利用模擬及統計技術找出
解決方法，包含：室內外空氣介
質智能監測及分布模擬管理；水
資源分析與生物技術巨量數據養
成技術；環境新興污染物評估及
技術。預計學生論文出版 10 人
次。 

3. 更新升級教學研究實作設備，以
有效培植學生學用合一專業實務
能力。更新纖維材料實習相關設
備，預計支援 3 門纖維材料實習
相關課程教學、修課學生數達200
人次；更新人造纖維工程與紡絲
製程實習相關設備，預計支援 1
門人造纖維工程與紡絲製程實習
課程教學、修課學生數 50人次；
更新複合材料實習相關設備，預
計支援 3 門複合材料實習課程教
學、修課學生數 110 人次；提升
人因實驗室基礎量測設備，預計
支援 2 門人因工程相關課程教
學、使用設備學生數達 120人次；
升級結構實驗室教學設備，預計
修課及訓練學生人次達 120 人
次。 

析實驗」、「微生物學實驗」及「土
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及空氣
污染控制工程設計應用」等課程，
學生論文出版達 27人次。達成率
100%。 

 
 
 
 
 

3. 新增恆溫恆濕設備，在「織品製
程」、「紗線製程」及「纖維製品
檢驗實習」等 3 門課程中控制溫
度濕度變因，使學生獲得良好的
實驗品質，修課學生數達 275 人
次；增添落地型熔融抽絲機及小
型濕式抽絲機更新，支援「人造
纖維工程」課程，修課學生數 106
人次；建置 3D列印機、疲勞測試
機，進行各種材料疲勞及耐衝擊
等測試，支援「複合材料製程」、
「高等複合材料學」、「複合材料
疲勞與衝擊損傷」3門課程，修課
學生 144 人次；提升人因實驗室
基礎量測設備，支援「人因工程」、
「畢業專題」2門課程，使用設備
學生數達 120 人次；新增結構實
驗室渦電流探傷機、螢光滲透液
檢測設備，修課學生達 256人次。
達成率 100%。 

 金融學院： 

1. 執行理財教學模擬交易平台之
相關教學，及購置 API系統，強
化學生交易觀念，提升學生程式
交易技巧及虛擬交易平台的實
用價值；落實學用合一互動式學
習，培育具有金融實務操作與風
險管理之人才。加強學生對即時
資訊敏感度，提升學生交易策略
應用靈活度，深入了解金融交易
特性和方式，並學習正確之投資
觀念與風險管理。預計參與投資
模擬競賽人次達 350人。 

2. 有效使用線上財金證照模考系
統及運用各類財金資料，以促成
就業轉銜增能，培養符合企業需
求之財金精算專業人才，提升學
生就業力。預計取得專業證照學
生數 60人。 

3. 有效結合財務和資訊專業，建立
跨領域的學習機制，強化學生交
易觀念，提升學生程式交易技
巧。透過MultiCharts能將投資想
法轉換成策略，並利用歷史資料
回溯及最佳化功能進行策略驗
證，找出最適合交易策略，可以

 

1. 財金相關課程應用寶碩虛擬交易
系統進行模擬交易，有助於學生
對於理論與實務的學習外，激勵
學生主動學習，進而精進其交易
技巧與操作績效。舉辦投資模擬
競賽，合計參賽人數達 350 人以
上。達成率 100%。 

 
 
 
 
 
2. 開設 5 門輔導考照課程，考取金
融專業證照學生數達 60人以上。
達成率 100%。 

 
 
 

3. Multicharts 交易軟體於完成採購
45組帳號，提供「交易策略設計
與分析」使用，並與元大期貨共
同授課。用來強化學生交易觀念
及技巧，迄今使用人次達 66 人
次。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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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藉此建置金融交易的場域。落實
學用合一且加強學生投資交易
策略實作能力。預計投資模擬使
用人次達 50人。 

4. 推動以學院為主體之整合式教
學研究設備創新改善，深化金融
科技辦學特色。為因應大環境改
變，優化教學環境不僅符合金融
科技特色發展，更能增加學生學
習成效、提升教學質量，改善學
生學習品質與成效。預計教學空
間使用率達 80%。 

 

 

 

 
4. 教學空間使用率為 51%。 

 資訊電機學院： 

1. 讓學生接觸新世代奈米電子元件
相關製程技術，提升學生就業競
爭力。在 5G與 IOT 的潮流下，
高速混合訊號電路研發顯得益發
重要，預計開發適用於 2.4 G 收
發系統之收發器相關電路；另，
新世代奈米電子元件之研發顯得
益發重要．在原有潔淨實驗室之
基礎下，擬更新舊有設備以符合
現今的元件製程進展，並藉此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讓修習「專
題研究」課程的學生可以接觸到
更先進之相關製程技術，使其在
畢業時可以順利銜接業界工作。
預計增加智慧製造奈米元件量測
及混合訊號 IC 設計基礎工具軟
體課程各 1 門、提升學生在奈米
元件智慧製造專題及 IC 設計工
具課程實作專題製作組數達 8-10
組，並增加奈米元件智慧製造相
關論文發表。 

2. 於電工實驗課程增加智慧電機
實驗，以使學生具備工業 4.0 之
相關知識與技能，培養業界未來
所需人才。規劃工業 4.0 智慧電
機教學實驗為：邏輯/順序控制實
驗、馬達控制實驗、感測器與控
制實驗、人機介面設計實驗、能
源監控實驗。預計升級設備實驗
室 1間；每學年教學儀器及實驗
室使用人次至少 165人次；教學
儀器及實驗室使用滿意度達
80%以上。 

 

1. 新增 IC設計課程 1門：積體電路
設計暨佈局實務；新增奈米元件
課程 1 門：奈米薄膜元件與技術
概論；學生於 IC設計、奈米元件
製程專題製作提升達 9 組；奈米
元件、IC 設計相關論文發表達 6
篇。達成率達 100%。 

 
 
 
 
 
 
 
 
 
 
 
 
 
 

2. 升級設備實驗室 1 間；教學儀器
及實驗室使用人次達 205人次；
發表智慧電機領域論文 2篇；教
學儀器及實驗室使用滿意度達
81%。達成率 100%。 

 建設學院：重點發展智慧營建、更
新升級教學研究實作設備，以有效
培植學生學用合一專業實務能力。 

1. 配合本校智慧營建重點發展，擬
開發可用於 3D 列印的混凝土材
料、透水混凝土及其他可以省工
省時的預鑄、預製材料。因此需
進行現有實驗空間改善及設備
更新，預計每學年支援相關課程
修課學生數合計達 315人。本計

 

 

 
1. 本年度更新之實驗設備支援住宅
健診、結構動力學、高等混凝土
及複合材料力學與結構補強應用
等共 6門課 315名學生。增購氣
體偵測主機，偵測效能達成四項
室內空氣品質指標，使實驗室暴
露風險於法令標準值內。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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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畫採購相關檢測儀器，預期將達
成四項室內空氣品質指標使實
驗室暴露風險於法令標準值內，
其指標包含PM2.5達35μg/m3以
下、PM10達 75μg/m3以下、一
氧化碳達 9ppm以下以及二氧化
氮達 5ppm以下等，共四項指標。 

2. 購置測量教學研究中心電子經
緯儀，提供教師教學與學生實習
之課程設備，並符合建設學院發
展及培育產業所需之測量專業
人才，預計教學儀器使用人次達
400人。 

3. 增購儀器設備提供學生工程材
料試驗、量測系統學、高等混凝
土行為、混凝土品質控制與檢驗
等課程使用，另支援相關教學及
研究計畫，預計支援相關課程修
課學生數合計達 215人。 

100%。 

 
 
 
 
 
 

2. 教學儀器學生使用數達 400 人次
以上。達成率 100%。 

 
 
 
 

3. 增購鋼筋彎折機、伊頓 3KVA機
架式 UPS等設備，支援 5班課程
修課學生數 225 人。達成率
100%。 

 創能學院：創新建置人工智慧技術
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並於 110學
年度招生新生入學，結合業界資
源，培育應用 AI技術解決實務議
題的企業所需人才。本計畫預計執
行三項策略：1.針對開設課程所需
採購相關設備與實驗開發模板；2.
規劃企業參訪，以結合學習課程與
企業經驗；3.安排專家學者演講與
經驗分享。預計每學期設備使用人
次達 1,000人次、企業參訪次數 4
場、專家學者演講 12場次。 

 本計畫執行計三項策略：1.針對
開設課程所需採購相關設備與實
驗開發模板；2.因應疫情影響，邀
請業師蒞校分享實務經驗，以結
合學習課程與企業經驗；3.設備
使用人次達 1,000 人次。達成率
100%。 

 另辦理專家學者演講 1 場次。後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改以促進學
生面對 AI領域工作職務，引導學
生透過撰寫履歷，瞭解各項職務
所需能力，制定其學習計畫，辦理
10場職涯輔導活動。 

研究 分項2：
聚焦 智
慧研究_
提升 智
慧城市、
智慧 營
建、智慧
製造、智
慧商 業
之影 響
力 

2.1 推動
智慧城
市、智慧
營建、智
慧製造、
智慧商
業之四
大智慧
領域研
究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2.1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智
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達
17,500萬元；跨領域學術研究計畫
金額達 6,000萬元；學術期刊論文
引用數達 12,500 次（以本校名義
發表 WOS 期刊論文之引用數）；
將透過指標達成，以提升四大智慧
領域研究之學術影響力。重點執行
項目為： 

 智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
17,702 萬元，跨領域學術研究計
畫金額 6,252 萬；SCI/SSCI 期刊
論文篇數 556篇，引用次數 15,699
次。達成率 100%。 

 推動四大
智慧領域
發展—智
慧製造、
智 慧 城
市、智慧
營建、智
慧商業；
充實院系
研究設備 

 智慧商業：  

1. 建構智慧商業創新實驗室，聚焦
智慧發展偕同產業升級。建構
「逢甲商學院智慧商業創新實
驗室」，進行「商業創新與智慧營
運」相關課程訓練，並在「商業
創新專題」與企業合作，讓學生
參與企業出題的黑客松競賽，評
選之最佳方案作為企業改善建
議方向。預計每學年建置智慧商
業創新實驗室 1間、產學計畫總
件數 3件。 

2. 建構智慧零售實驗室，培育學生
智慧科技管理應用技能。建置智

 

 辦理黑客松競賽，邀請白馬磁磚、
成真咖啡、上銀科技、嘉新水泥等
廠商共同命題評分，另與統一企
業、信義房屋、會計師公會等企業
鏈結，辦理人才培育計畫共 4件。
建置商 573 智慧商業創新實驗室
1間。達成率 100%。 

 

 

 

 
 開設 4 門商業創新及創能課程，
並將模擬設備導入課程，利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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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慧零售實驗室，透過零售場域的
模擬建構，以及技術設備的安
裝，進一步偵測並蒐集實驗場域
消費者的行為資料，從而從各種
數據彙整分析的結果，來預測消
費，並提供教學及研究實際演練
分析的實作平台。預計每學年智
慧科技與商業創新課程使用次
數達 10次。 

據進行分析研究，學期中及學期
末則模擬商場模式，使用次數共
計 10-15次。達成率 100%。 

 智慧製造：發展智慧物聯網改善人
機協作實驗場域，提升學生智慧製
造實務能力，解決產業實際問題。
規劃「機器人聚落」、「智慧化辨識
系統」及「感測資訊整合」三大領
域方向，藉由參與產業鏈結，共同
開發前瞻應用設備、軟體、演算法，
再運用 AIoT場域進行產品試驗，
降低技術開發、實際生產、市場投
入等實際運作風險。目前已與中
科、新漢、台中精機、鈦思科技等
公司合作或聯合開發，並與
MATLAB、鈦思科技共同建構
MATLAB 之示範場域，並規劃短
期課程與實作競賽。預計每學年產
業鏈結家數 3家、學生參與競賽人
次達 62人。 

 鏈結與澄德科技教育基金會、耀群
科技等產業，透過捐贈機器人、課
程結合及辦理競賽，學習系統跨領
域技術整合之經驗；於AIoT Lab工
作坊建置「多攝影機人數統計暨熱
點分析系統」；獲旺宏金矽獎評審
團金獎、銅獎及新手獎；連續二年
榮 獲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WWDC大獎。產業鏈結家數 5家，
學生參與競賽達 70 人次。達成率
100%。 

 智慧城市： 

1. 發展智控室內感知實驗室，結合
學生專題實作，提升因應智慧城
市環境健康趨勢之研發能量。持
續發展室內感知實驗室（IN Sense 
LAB），聚焦室內光、空氣、熱感
和聲音學等四項物理感知之多元
性，探討主被動控制與調節，創
造室內空間舒適性與健康性環
境；並以智控系統收集實驗場域
環境因子，以體驗、監控及整合
各領域研發成果。預計應用課程
之修課學生數超過 200 人次；教
師參與業界實務人次、輔導企業
件數超過 10件。 

2. 推動學院智慧城市發展目標，並
與既有課程進行有效連結，以提
升學生研究智慧城市實務應用
之能力。為因應智慧城市規劃課
題之深度學習應用需求，將強化
空間資訊與測量專業課程教學，
並更新相關研究儀器設備（如：
iSpace實驗室），以有效提升教
學研究成效，並增進學生實作能
力。預計設備升級之實驗室數 2
間、參與跨領域學習學生人次
100人次。 

3. 透過 3D 建模軟體與空間資訊工
具，進行環境數據的收集、分析
與應用，使學生具有實作智慧城

  

1. 應用課程達 5 門以上，修課及專
題研究學生數超過 200 人次；教
師參與業界合作、輔導企業件數
超過 10件。達成率 100%。 

 
 
 
 
 
 
 
 
 
 
2. 設備升級之實驗室數 2 間，含

iSpace 展示空間、忠 407 電腦教
室；參與跨領域學習學生人次達
300 人次；獲得科技部大專生專
題研究計畫補助 4 人次。達成率
100%。 

 
 
 
 
 
 
3. 完成「圖書館室內空間拓樸建立
與室內路徑規劃系統之開發」；完
成指導 5 名學生大三畢業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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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市創新應用服務的能力。以逢甲
圖書館為應用場域，開發「室內
即時導覽手機應用程式」，應用
BIM建模與 3D-GIS技術，持續
打造圖書館室內空間拓樸與室
內路徑規劃系統。預計指導畢業
專題學生 3人。 

3名學生「跨領域實作專題」。達
成率 100%。 

 智慧營建： 

1. 因應智能營造市場趨勢，以符合
未來所需。將提供場域設備讓學
生學習與研究 3D 列印技術、特
殊材料製作、特殊水泥材料研究、
水泥替代材料研究、澆置方式、
及大型自動化澆置作業實作（配
合機械手臂）等。預計每學年完
成 2組專題實作，完成 1次跨領
域實作。 

2. 提升數位製造教研設備，深化研
發產業所需核心技術、以及跨域
共同開發能力。結合建築專業學
院相關專業暨跨領域課程，並購
置相關新穎研究實驗設備，以進
行智慧營建自動化轉型研究實
驗、建築機械設備實作與擴充應
用。預計智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
金額 100萬元；專題研究計畫件
數 4件。 

 
1. 完成指導 2 組學生專題實作及 1
次跨領域實作。達成率 100%。 

 
 
 
 
 
 
 
2. 智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 100
萬元；專題研究計畫件數 4 件。
達成率 100%。 

2.2 聚焦
校內創
新與亮
點研究
智慧發
展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2.2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智
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達
17,500萬元；跨領域學術研究計畫
金額達 6,000萬元；學術期刊論文
引用數達 12,500 次（以本校名義
發表 WOS 期刊論文之引用數）；
將透過指標達成，以提升亮點研究
之學術影響力。重點執行項目為： 

 智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
17,702 萬元，跨領域學術研究計
畫金額 6,252 萬；SCI/SSCI 期刊
論文篇數 556篇，引用次數 15,699
次。達成率 100%。 

 培育創新
與亮點研
究能量 

 完善 AI教學實驗環境，提升本系
程式設計及相關科目之教學品質
成效。建置 VR 實驗場域，結合
AIoT與虛擬實境，將該場域用於
大學部專題及研究所論文實驗使
用，提供學生 VR實驗環境和創作
所需資源，預計每學年使用人次
達 200人。 

 應用於人工專題實驗及人工智慧
應用、智慧辨識檢測與應用、計算
機視覺等課程。使用人次已逾 200
人次。達成率 100%。 

 推動跨領
域合作研
究計畫 

 以光學鍍膜技術為基礎進行課程
設計與人才培育，與產業應用結
合，累積產學合作技術與經驗，建
立實務特色。開設先進光學鍍膜
課程，建置先進光學鍍膜實驗室，
並執行產學合作，預計每學年發
表 SCI篇數 20篇以上、產學計畫
金額（含科技部與公民營計畫）達
2,500萬、產學計畫件數（含科技
部與公民營計畫）達 15件。 

 SCI篇數 31篇、產學合作計畫 18
件，達成率 100%。 

 產學計畫金額 2,200 萬。達成率
88%。 

2.3 優化
研究環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2.3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智

 智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
17,702 萬元，跨領域學術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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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境，提升
產研能
量 

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達
17,500 萬元、跨領域學術研究計
畫金額達 6,000萬元、學術期刊論
文引用數達 12,500 次（以本校名
義發表 WOS 期刊論文之引用
數）、共享儀器次數達 3,500人次；
將透過指標達成，以提升亮點研
究之學術影響力。重點執行項目
為： 

畫金額 6,252 萬；SCI/SSCI 期刊
論文篇數 556篇，引用次數 15,699
次。以上達成率 100%。 

 共享儀器次數達 3,015 人次。達
成率 86%。 

 重點優化
環境提升
產學研究
亮點 

 以產學合作為目標，建構學用合一
的課程規劃，更新水利工程相關實
驗室儀器設備，強化學生專題實作
經驗與實習機會。預計每學年畢業
專題實驗人數達 15人次、大學部
學生實習人數達 10人次。 

 畢業專題實驗人數達 15 人次以
上、學生實習人數達 10人次。達
成率 100%。 

 與產業界結合，投入產業界自動
化流程課程訓練，培養學生跨領
域智慧製造專案執行能力。為持
續優化自動化相關課程，並確保
學生創新實驗之安全性，購置機
械手臂外部軌道防護蓋，使學生
免於工件碎屑噴濺之危害；購置
焊接自動變色面罩與動力防護空
氣面罩，確保進行機械手臂自動
焊接工作時，使學生免於強光與
刺激性氣體之危害。以此落實實
驗室安全，預計空間設備儀器使
用人次達 200人。 

 購置焊接面罩給予師生安全無虞
的實驗環境。新購置機械手臂防
護蓋有效防止銑削時的木屑進入
軌道，杜絕可能影響手臂運行的
安全危害，達到教學品質與安全
雙贏的環境。空間設備儀器使用
人次達 500人。達成率 100%。 

2.4 激勵
研究人
才擴大
研發動
能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2.4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智
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達
17,500萬元；跨領域學術研究計畫
金額達 6,000萬元；學術期刊論文
引用數達 12,500 次（以本校名義
發表 WOS 期刊論文之引用數）；
將透過指標達成，以提升亮點研究
之學術影響力。重點執行項目為： 

 智慧應用學術研究計畫金額：
17,702 萬元，跨領域學術研究計
畫金額 6,252 萬；SCI/SSCI 期刊
論文篇數 556篇，引用次數 15,699
次。達成率 100%。 

 強化創新
研究人才
激勵動能 

 多元研究獎勵機制，鼓勵適性研究
發展，提升本校產研能量穩定成
長。預計每學年學術期刊論文引用
數達 12,500次。 

 SCI/SSCI期刊論文篇數 556篇，
引用次數 15,699 次。達成率
100%。 

 導入彈性薪資獎勵，持續留任延攬
優秀教師，廣納新進及獎勵現任優
秀研究人才。預計每年聘任特殊優
秀人才 85位。 

 聘任特殊優秀人才達 85位。達成
率 100%。 

 多面向彈性研究支援，刺激研究
動能提升。持續提供教師成果發
表平臺。辦理應用研究及教學研
究之具審查機制研討會，以提供
教師成果發表平臺，鼓勵教師多
元升等。 

 辦理 2場研究成果發表會及 6 場
教學研究相關論壇及分享會，宣
傳本校教師研發成果，提供教師
成果發表平臺；其中於 110 年 6
月 11 日辦理之「2020 創新教育
與教學實踐研究論壇」，總計 35
篇論文發表，101 位師長與會交
流。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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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辦
學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
務發展分
項目標 

2年度執行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含達成率） 

 推動師資專業成長，激發教師研
發能量。教師評鑑與多元升等制
度互相結合。配合校務推動事項，
依據教師多元成效訂定教師評鑑
評核項目，並參酌教師評鑑評核
項目修訂教師升等評分表。 

 配合校務推動事項，持續修訂「逢
甲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及「逢甲大
學教師評鑑施行準則」，依據教師
多元成效修訂教師評鑑評核項
目，參酌教師評鑑評核項目修訂
教師升等評分表。達成率 100%。 

產學
合作
及推
廣教
育 

分項4：
深耕 產
學推廣_
成為 產
業合 作
與人 才
培育 首
選夥伴 

4.1 配合
國家發
展、引進
特色產
業資源，
培養國
家所需
競爭力
人才 

 關鍵績效
指標 

 本項 4.1 執行計畫內容所對應之
110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分別為：智
慧製造、智慧城市開課數 95門；
維護專利數 220 件；智慧財產權
衍生、授權/技轉金總金額 330萬
元；創新創業相關課程數 15門；
輔導創業團隊數 15隊。將透過指
標達成，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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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執行項目為： 

 智慧製造、智慧城市開課數 97
門；維護中專利數 220 件；智慧
財產衍生、授權/技轉金額 722萬
元；創新創業相關課程共計 34
門；累積輔導創業團隊數 32隊，
協助 5 家團隊創立公司。達成率
達 100%。 

 盤點本校
優 勢 領
域，優先
聚焦智慧
製造與智
慧城市，
培養產業
所需之創
新人才 

 規劃融入數位模擬分析課程，並
有效鏈結產業技術需求，以強化
學生智慧應用能力。規劃採購商
用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COMSOL 
Multiphysics，搭配校內各項專業
課程，藉此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同
時呼應產業實際需求與增加應用
廣度，有效提升產業鏈結與執行
產學合作的機會。預計教師發表
國際期刊論文 3篇；教師獲創作、
競賽、展演等榮譽獎 3人次；學術
研究計畫 3件。 

 已 開 設 3 門應 用 COMSOL 
Multiphysics 電腦輔助軟體之課
程，包含「熱變位智慧決策」、「有
限元素法」及「雷測加工原理與應
用」。相關競賽展演因疫情取消，
故暫無獲獎紀錄；然已與台中精
機、豪力輝、欣銓等公司進行產學
合作計畫與技轉共 3 案，教師發
表國際期刊論文 3 篇；學術研究
計畫 3件。達成率 100%。 

 聚焦本校
優 勢 領
域，發展
逢甲大學
研究與產
學合作特
色 

 建置綠能光電材料特性及身分鑑
定平台，使學生具備更專業的光
電知識素養。整合購置紫外與紅
外光雷射、冰水機與旋轉塗佈機、
雪崩式光偵測器與光束分光儀等
設備，架構出鑑定量測平台，提供
修習光電材料導論課程學生之課
堂實驗所需，並爭取有產業需求
的廠商產學合作使用。預計發表
SCI/SSCI期刊論文 20篇、教師參
與產學合作計畫 3 件、教師參與
學術研究計畫件數 5件。 

 發表 SCI/SSCI 期刊論文 22 篇；
教師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4 件；教
師參與學術研究計畫件 7 件。達
成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