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 10 月第 2 次滾動式修正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目

錄

目錄

………………………………………..…………………………………………….…………..…………….….….…….i

校務基本資料 ………………………………………………………………………….…………..…..……………..….i i i
摘要 ………………………………………..…………………………………………….…………..…………….….…..…i v
第一章 計畫緣起…..……………………………………………………………….……………..….………………...001
第二章 校務發展目標與策略
第一節 校務發展與沿革 …………………………………………………………………………….….…..002
第二節 現況優勢與特色發展………………………………………………..……….……………………...004
第三節 目標與願景………………………………………………………………………………………….…..012
第四節 校務發展策略……………………………………………………………………………….…..016
第三章 校務發展重點與行動方案
第一節 培育社會菁英人才 …………………………………………………………………………….….…..018
第二節 教學品質精進 …………………………………………………………..……….……………………...060
第三節 學術研究提昇………………………………………………………………………………………….…..080
第四節 推動國際化………………………………..………………………………………………………….…...151
第五節 校園建設與環境

………………………………………..………………………………………..…..168

第六節 產官學合作 …………………………………………..………….………………………..………..……206
第七節 強化推廣服務 ………………………….……………………………………………………..…….…..225
第八節 強化校友經營 ………………..……………………………………………………….…………….…..236
第九節 人文藝術與文化資產 ………………………………………………………….………….…….…..242
第十節 行政革新與組織調整 ………....……………………………………………………….……….…..258
第十一節 善盡社會責任…....……………………………………………………………….……………..276
第四章 學院現況與發展計畫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文學院 ………………………………………………………………..………………………….……...…283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293
理學院 ………………………………………………………………………………………...……..….…306
工學院 ……………………………………………………………………………………….......…….…319
i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九節

生命科學院 ………………………………………………………………….…………….……….……332
獸醫學院 ……………………………………………………………………….…….……….…….……342
管理學院 ……………………………………………………………………….…………..………….…357
法政學院 ……………………………..…………………………………………………….………….…365
電機資訊學院……………………..…………………………………………………….………….…374

第五章 財務規劃
第一節 財務管理機制…………………………..………………………..……………………….………….…383
第二節 財務概況分析………………………..………………………..…………………….…………..……..384
第三節 本校所面臨之財務困境…………………………..………………..………………………………385
第四節 提升財務績效措施…………………………..……………….……………………….………….….386
第五節 105 至 110 年度可用資金預估……………..……………….……………………….………….….399
第六章 發展指標
第一節 量化發展指標 ……………………………………………………………………………..………….401
第二節 質化發展指標 …………………………………………………………………………..……..….….410
第七章 結語…..……………….……………………………………….….………………...…..….………………...422
附錄 國立中興大學組織架構圖………………………………………………………………………424

ii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本資料
1919 年 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
1922 年 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
1927 年 臺北高等農林學校
1928 年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
校史

1943 年 臺灣總督府臺中高等農林學校（4 月獨立設校，10 月遷校）
1944 年 臺灣總督府臺中農林專門學校
1945 年 臺灣省立臺中農業專科學校
1946 年 臺灣省立農學院
1961 年 臺灣省立中興大學
1971 年 國立中興大學
校區：主要校區位於台中市南區，佔地 53 公頃，另有四處實驗林場：
文山林場（新北巿）、惠蓀林場（南投縣）、東勢林場（台中巿）、
新化林場（台南巿），兩處實習農園藝試驗場(台中巿霧峰區)及
一處畜產試驗場(烏日區)
學生：15,486 人 (108 年 3 月 15 日)

基本資料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761 人(108 年 8 月)
助教：39 人 (108 年 8 月)
職技警工：613 人 (108 年 8 月)
校友：163,978 人 (107 學年度)
學術組織：9 學院、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32 個系(所)、22 個獨立所、
19 個學位學程(108 年 8 月)
一級研究中心：10 個 (4 個中心列入組織規程、6 個中心未列入組織規程)
行政單位：5 處、1 館、4 室、6 中心
附屬學校：興大附屬高級中學、興大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校訓

誠樸精勤

定位

具有特色的研究型綜合大學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及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目標

培育兼具人文與科學素養、溝通與創新能力、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之菁
英人才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及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專業知能、應用整合、審美求真、反思創新
自我表達、團隊合作、在地關懷、全球思維
(101 年 5 月 2 日第 370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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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學是學術研究、人才培育、文化提升、社會服務，以及促進國家發展之重要基
石，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世界各國的競爭與交流日益頻繁，高等教育的品質，在提
升國家競爭力與加速社會發展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國立中興大學創校迄今百年，是國內第三大之研究型綜合國立大學，過去是以農
學領域為主的學校，對於推動台灣的農林發展及培育高端農業人才不遺餘力。面對時
代的進步和社會之需求，教學與學術發展方向必須與時俱進。因此，本校持續致力於
教學，研究，以及社會服務與貢獻之面向，逐步發展為研究型綜合大學。本校目前有
文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管理學院、
法政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等九大學院，以及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
研究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農產品驗證中心、產學研鏈結中心等一級中心。
此外，本校擁有總面積達 8000 餘公頃之惠蓀、新化、東勢、文山等 4 大實驗林場等教
學研究設施。
本校薛富盛校長於民國 104 年就任時，即指派楊長賢副校長作為總召集人，規劃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104-109 學年度)」 (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畫依據薛校長「以
人為本，學術為要，創造價值，造福人類」的治校理念，及「北台大、中興大、南成
大」的目標，由全校九大學院、十大研究中心，以及秘書室、教務處、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圖書館、人事室、主計室、體育室、產學研鏈結
中心、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校友中心、藝術中心、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師
資培育中心、及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等單位分別撰寫，並由研究發展處彙整完成本計
畫，於提送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查後付梓。
本計畫第一章為計畫緣起，說明校務發展計畫之緣起與重要性；第二章為校務發
展目標與策略，說明本校現況、優勢、目標願景與策略；第三章為校務發展重點與行
動方案，包括「培育全人發展青年」
、
「教學品質精進」
、
「學術研究提昇」
、
「推動國際
化」
、
「校園建設與環境」
、
「產官學合作」
、
「強化推廣服務」
、
「強化校友經營」
、
「人文
藝術與文化資產」、「行政革新與組織調整」及善盡社會責任等 11 項，由行政單位及
研究中心撰寫；第四章為學院現況與發展計畫，由各學院撰寫該學院之中程發展計
畫；第五章為財務規劃，說明本校未來如何開源節流，活化校產，健全財務等方案；
第六章為發展指標，包括各校務發展重點之量化與質化績效指標；第七章為結語。
本校於 95 年榮獲教育部核定為行政院「新十大建設」中，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12 所「頂尖大學」之一，且是中台灣唯一的「頂尖研究型大學」，
亦於 107 年度起獲得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另 107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
校務評鑑」結果，在校務治理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及自我改善與
永續發展等 4 個評鑑項目皆認可通過，各項治校成果表現優異。在此堅實的基礎上，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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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六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並依需求進行滾動式修正，作為未來校務發展的願景與藍
圖，期望在薛校長帶領下，持續致力於校際及國際之整合與合作，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並培育符合社會需求之高素質人才，成為一所世界級的頂尖研究型綜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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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發展「具有特色的研究型綜合大學」之策略與重點行動方案

本校定位
具有特色的研究型綜合大學

校務發展願景
學生本位

關懷在地

邁向國際

校務發展策略
人才培育與
創新教學
1. 培 育 具 人 文 素
養、國際觀與宏
觀視野的現代青
年
2.建構完善教學研
究環境，導入新
穎教學型態與世
界同步

學術卓越與
政府夥伴與
永續發展與
產業鏈結
社會責任
未來願景
1.深 耕 特 色 研 究中 1. 與 政 府 建 立 夥 1. 竭 誠 服 務 師 生
心，追求學術卓越
伴關係，成為施
與畢業校友，凝
2.強 化 學 術 與 產業
政後盾，全力推
聚向心力與認
之連結，創造興大
動新南向政策
同感
品牌價值
2. 鼓 勵 師 生 投 入 2.活化資產，健全
3. 扶植年輕教師及
社會服務，永續
財務結構，奠基
研究人員
推動大學社會
永續發展
4.發 展 人 工 智 慧領
責任目標
3.設立教育、藝術
域應用於新農業
與醫學院

校務發展重點與行動方案
1.培育社會菁英人才

1.產官學合作

2.教學品質精進

2.強化推廣服務

3.學術研究提昇
4.推動國際化

1.提升人文藝術與 1. 強化校友經營
文化資產
2. 校園建設與環境
2.善盡社會責任
3. 行政革新與組織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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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學校之發展端賴積極性及前瞻性之規劃藍圖，亦即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本校
於民國 95 年榮獲教育部核定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中 12 所「頂
尖大學」之一，且是台灣中部地區唯一的「頂尖研究型大學」，本校以第一期頂尖大
學計畫內容為藍本，訂定「中程校務發展計畫(96 至 100 學年度)」
，並於民國 99 年以
第二期之「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滾動式修正方式訂定「中程校務發展計畫(99 至 103
學年度)」
，皆已完成階段性任務。
目前台灣的大學校院數與招生數明顯大於學生人數，再加上少子化，許多大學系
所，將面臨招生不足的窘境，進而影響大學之發展。因此高等教育將面臨前所未有之
衝擊及嚴峻的挑戰，本校的長遠發展方向，係以追求卓越與國際化，作為永續經營與
發展之目標。
配合國內外政經情勢整體環境改變，與結合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校務經營發
展之調整，進行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滾動式修正，規劃本
校發展「具有特色的研究型綜合大學」之校務發展目標、校務發展策略及重點行動方
案、學院現況與發展計畫、財務規劃及發展指標，以擘劃本校建校百年之發展願景與
藍圖，本校將依此堅實之基礎穩健發展，並以躋身亞洲一流大學、立足全球為發展目
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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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校務發展目標與策略
本章分別說明本校校務發展與沿革、現況優勢與特色發展、目標與願景，以擬定
本校 104 至 109 學年度期間之發展藍圖，擘劃本校建校百年之發展願景。

第一節 校務發展與沿革
本校創校過程歷經多次變革與改制的階段，最早前身可追溯至民國 8 年「農林專
門學校」，民國 17 年改制為台北帝國大學（即今日的台灣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
民國 33 年獨立設校並遷至台中。並於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改組更名為「台灣省立農
業專科學校」，民國 35 年改制為「台灣省立農學院」，並於民國 50 年，位於台中的
台灣省立農學院增設理工學院與民國 38 年台北創立的法商學院（原為省立地方行政
專校）合併成為「台灣省立中興大學」。
本校成為台灣省立中興大學之後，於民國 53 年於台北校區成立夜間部，民國 57
年於台中校區成立夜間部並新設文學院，民國 60 年改制為國立大學，並啟用今日的
校名：『國立中興大學』。之後，於民國 88 年 9 月增設獸醫學院，民國 89 年 2 月原
台北校區法商學院與台北進修部歸併入台北大學，同時台中校區增設社會科學暨管理
學院，民國 100 年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更名為管理學院並增設法政學院，並於民國 107
年成立「電機資訊學院」。
本校經歷年來不斷擴充，師資、設備均已頗具規模，各學院亦分具特色。其中農
學院深具優良傳統，教學研究成效卓著，為台灣農業發展貢獻良多。為因應社會結構
及經濟環境的變遷，農學院積極進行調整，並奉教育部核定由 91 學年起更名為農業
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與工學院分立之後，正加速發展，分別建立特色。文學院致
力於文化氣息之涵育，人文藝術氣息極為濃厚。生命科學院則為發展生物科技之學
院。獸醫學院以獸醫師的養成教育為主軸，培育獸醫學人才。管理學院與法政學院之
規劃，則以培養具前瞻性與宏觀氣度之財經法政管理人才為目標。電機資訊學院以發
展完整而強健的電機資訊體系，積極投入人才養成、學術研究，協助國家政策推展與
發展需求。
本校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第三大研究型綜合國立大學，民國 95 年榮獲教育部核
定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中 12 所「頂尖大學」之一，民國 100
年獲得「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07 年度起獲得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本校
近年於農業科學、工程、植物與動物科學、材料科學、化學及臨床醫學等 9-10 個領域
之 ESI 論文發表量統計已進入世界排名前 1%，尤以農業科學最具世界競爭力
為提升學生學習及生活環境，近年來本校完成了人文科技大樓、應用科技大樓、
女生宿舍誠軒大樓及永豐商業銀行捐贈之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樓等重大建設，並持
續進行學生宿舍及教學研究相關大樓之興建。教學方面著重跨領域學習，開設多種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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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程。持續舉辦惠蓀講座，邀請國內外院士級之學術巨擘、產業菁英蒞校演講，
開擴宏觀視野，而通識講座更伸展廣泛觸角，落實了「全人教育」之理念。
未來本校將持續致力於校內、校際及國際之整合與合作，以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並培育符合社會需要之高等人才，並持續永續經營發展之世界一流大學之目標邁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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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況優勢與特色發展
本校創校迄今百年，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第三大研究型綜合國立大學，具有農
業生物科技等研究優勢、擁有豐沛高級研究人力，具備基礎設施完備、產學合作及
地域等優勢，致力於培育學生專業知能、應用整合、審美求真、反思創新、自我表
達、團隊合作、在地關懷、全球思維等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並持續建構全體師生優
質與多元兼具之教學、研究與學習環境。本校校務現況與特色發展將以教學機制、
學務機制、研發能量、產學績效、國際事務、圖書資產、文化資產、傑出校友、總
務業務、秘書公關、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環境安全及通識教育分別說明如下：

壹、教學機制
一、招生選才多元化：規劃完善的多元選才機制，落實扶助弱勢精神，善盡大學之社
會責任。
二、教育扎根實質化：深耕教育策略聯盟，強化校際交流，協助課程開發，擴大本校
對高中學校之影響力。
三、學生學習適性化：推行學生創發學習計畫、學習輔導計畫、提升軟實力培訓課程、
提升學習成效計畫等，藉由不同方案與機制，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促進多元適性
發展。
四、課程創新應用化：推動系所對應產業需求深化專業應用能力，並結合學生未來職
涯發展需求妥善規劃課程內容，以縮短學用落差，培育具有跨領域實作能力之專
才。
五、教學發展優質化：推動教師教學獎勵機制，形塑教師教學經驗交流氛圍，並鼓勵
教學創新與社群發展。
六、自我評鑑制度化：落實自我評鑑機制，並經教育部認定通過 100 年、107 年校務
評鑑、103 年系所評鑑及 105 年統合視導等，持續進行自我改善，提升整體教育
品質。
七、教學環境多元化：持續改善教學設備，打造多元學習共享空間，促進學生自主創
意學習。
八、行政服務系統化：落實教務各項行政流程簡化及作業 E 化，增進服務效能。
九、共享資源最大化：深化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教務合作，促進大學資源整合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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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務機制
一、健全之學生緊急事件處理系統: 建立 24 小時學生緊急事件即時協處機制，整合各
組室人員提供立即及必要之協助，提供學生處於健康且安全無虞之環境中學習。
二、完善之弱勢學生助學措施: 提供各類學雜費減免、各式獎助金及助學功德金等經
濟扶助，並提供生活助學金、清寒勤學獎助金、住宿優惠或免費等助學措施，幫
助弱勢生安心就學。
三、健全之學生自治組織運作及社團活動輔導: 學生社團多元，舉辦社團及系學會幹
部訓練，培養新幹部各項社團專業能力及了解校內各項行政業務運作等。
四、完善之學生生涯發展輔導:以「學生為主體」開展從「摸索 → 試探 → 學習 → 確
立」就業力養成之多元學習與活動服務。
五、完善之住宿管理輔導:男女生宿舍各項生活機能軟硬體設施相當完善，並開設各類
住宿學習活動，滿足住宿同學食衣住行等各種需求。
六、完善之僑生生活就學輔導:從僑生入學招生、在學期間之醫療保險、獎助學金、生
活關懷到畢業職涯規劃，已建立一套完整的輔導機制，以落實僑生教育政策。
七、健全之學生生理與心理諮商輔導:提供各種醫療諮詢及講座、諮商服務、心理推廣
活動及團體輔導等身心健康服務。

参、研發能量
一、卓越的研究能量：近年 9-10 個領域進入 ESI 世界前 1％，全國唯一生物科技領域
獲得三個教育部的卓越計畫。
二、積極支援學術發展活動：舉辦學術研討會、惠蓀講座，邀請國內外院士級之學術
巨擘、產業菁英蒞校演講，落實「全人教育」之理念，及爭取校外單位補助，提
升學術研究水準。
三、設置全校性研究計畫：引導發展校內重點研究領域。
四、推展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合作交流：設置與校外學術單位合作辦法，致力於校內外
及國際之整合與合作，提升學術及教學水準。與成大、中山、中正成立「台灣綜
合大學系統」，整合研究資源。
五、鼓勵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積極補助本校師生，積極參與各項國際學術活動發
表本校研發能量，提升本校國際學術地位及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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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積極延攬優秀年輕學者：聘用及獎勵傑出且具有發展潛力的年輕學者，提供優渥
條件與教研環境，強化學校未來的競爭力。
七、發展地域優勢：主導中部地區「產業策略聯盟」及「產學合作」進行，推動「文
化綠色矽谷」為主軸，型塑文藝與科技並重之綠色高科技大學，帶動中台灣文化
與產業發展。
八、強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設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全國四大人社中心之
一，係中部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發展的重鎮。
九、推動國家重要研發項目：推動強化工業基礎技術發展方案之教學興革及六大新興
產業，如與本校發展特色相符之生物科技、精緻農業、綠色能源、文化創意等重
點，提供未來發展契機。
十、執行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使全校脫胎換骨，學術風氣與研究成果大幅提升。
十一、推動與國際頂尖大學合作：與 UC Davis，Cornell，UCLA，Texas A &M 及 UCSD
持續密切合作，追求學術頂尖，可望成為具有農業與生物科技領域特色之世界一
流大學。
十二、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如在泰國設置「皇家基金會」，在越南設置「農業服
務中心」落實農業技術援外，具有國際之影響力。
十三、強化貴重儀器中心功能：提供校內外學者及產學界專業檢測、製造服務，除提
供中部地區研究需求外，各項儀器所服務對象亦遍及全國各地大學校院及研究機
構。

肆、產學績效
一、專業化服務：提供企業專業化培育及全方位服務，推動本校知識技術加值功能。
二、建置完善設施：於校本部及中科設置完善培育空間、會議室、商務中心、行動辦
公室等，提供新創企業專業化輔導等全方位服務，加強學產之間策略合作。
三、專業技術移轉服務及技術推廣媒合：提供學產智權交易、專利授權等服務，協助
企業媒合專利技術標的，組織策略投資俱樂部，促進技術推廣、交易與媒合。
四、有效利用不動產資源：辦理場地出租、招商委外，促進本校不動產資源有效利用。
五、資產規劃與營運活化：統籌校內外主要有形資產之租借與委外，洽談校區擴充、
整建、開發及學產合作，提供企業與學校資源鏈結，建置合作產銷平台。
六、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推展校內研發成果為新創衍生企業及其他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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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升本校商標價值：加強學校品標信譽，促進認證管理與推廣合作，朝衍生企業
與品牌經營發展，提供校友企業產製品及服務合作經營，活絡多方學產綜效。

伍、國際事務
一、強化國際學生招生：設定東南亞地區國家為重點招生區域，招生方式力求突破，
固定參加各國海外招生教育展，尋求結合畢業校友及姊妹校之學術網絡辦理。
二、建全國際交流與合作：規劃各國重點交流學校(機構)之合作藍圖，在過去的基礎
上增加學術交流合作項目，積極開發具合作潛能之夥伴。
三、強化校內教師國際合作經驗：積極協助辦理國內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教研人員
出國，從事短期研究或交流合作，強化校內教師國際合作經驗。
四、建置多元文化之校園環境：舉辦多元文化活動，營造校園內不同身分的學生互動
學習的校園環境，有效促進校園文化多元化目標。
五、推動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事務校際合作：為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合作交流工
作圈之執行機構，進行現有資源及學術優勢之整合，深耕各類特色計畫。

陸、圖書資源
一、建置豐富之館藏：為中部地區規模最大之圖書館，精實核心期刊，參與主導各種
電子資源聯盟組織，強化重點學術研究館藏，持續成為中部學術資源資訊中心。
二、設立特藏資料室：廣徵國際名家文物，珍藏重要文化資產。
三、建置優質之服務：科技化導向服務，建置 Libguides 學科資源指引平台，提供優質
資源利用指導系統，舉辦多樣化閱讀活動，提供全校教職生之教研學習資源，協
助教師申請 ORCID，增加研究者之國際能見度。
四、建置專業人力：聘任培育專業、高素質的館員支援師生教學與研究，並提供圖書
館及校史館參觀、導覽及資源利用教育。
五、優質之空間規劃：建置「興閱坊」，提供開放學習的共享空間；設立「多媒體創
作坊」，支援學生進行多媒體創作，及協助教師數位課程製作；建置興師圖書專
區，陳列教師專書，展現本校學術成就，延續學術脈動。
六、強化社會參與：加強社區互動，限量開放中部地區民眾閱覽。積極開發志工人力
資源，協助圖書館業務發展。

柒、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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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一級行政單位「藝術中心」：為全國大學之首創，籌辦藝術展演、美術推廣
教育、文化交流活動與協助校園空間美化，樹立了鮮明的形象與良好的口碑，落
實美感教育。
二、營造校園藝術氛圍：培養師生藝術感知能力，培育全人發展青年。
三、完善之典藏設備：提供佔地二百坪完整寬敞的展覽空間，具交通位置的便捷性，
為中部首善的單一展覽館區，充實學校文化資產。
四、周延之典藏制度：承國內外藝術家無償捐贈，經專家學者評定為上選，始納入典
藏，持續累積了書法、畫作、雕塑、攝影及工藝等作品千餘件，為大學藝文中心
典藏最豐富多元的指標。
五、出版藝術創作：作品數位化，製作文創品推廣，目前已出版《國立中興大學藝術
中心典藏作品集》三冊、募款出版藝術家專輯逾 20 本，十數種「典藏・文創」
製品，擴大了藝術品的交流與效應。

捌、傑出校友
一、歷史悠久校友眾多：創校迄今百年，校友人數眾多約 16 萬人，校友會分佈世界，
現有 30 個海內外校友會。
二、成立「校友中心」：辦理各項校友業務，進行校友服務、聯絡及校務基金募款相
關業務。
三、推動辦理校友業務：包含校慶聯誼餐會、傑出校友遴選與表揚、促進校友產學合
作、舉辦各項校友聯誼活動等。
四、編輯校友專刊：出刊「興大校友」與「傑出校友」、每月寄送「校友電子報」，
分享母校近況、各地校友和各系所發展動態。
五、積極推動校務基金募款：104 年捐款計 664 筆，捐款金額 4,312 萬元；105 年捐款
計 582 筆，捐款金額 3,459 萬元。106 年捐款計 598 筆，捐款金額 4,117 萬元。107
年捐款計 611 筆，捐款金額 6,266 萬元。108 年上半年捐款計 289 筆，捐款金額
2,564 萬。

玖、總務業務
一、充足的人力資源：總務處設有事務(含駐警隊)、出納、營繕、資產經營組及採購
組，共五個單位，現有總務長 1 名、副總務長 1 名、專門委員 1 名、職員 21 名、
契約進用職員 20 名、技工友 25 名及駐警隊隊員 13 名，共 8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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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時俱進的完善法規：配合中央法規之修訂，適時檢討與訂定總務相關法規，如
財物管理要點、空間分配及管理等，並提報行政、校務會議審議，彙編成冊。
三、業務制度化：配合校務發展政策，相關業務皆依標準作業流程辦理，並逐步進行
校園建物更新，興建研究大樓與宿舍。
四、業務數位化：推動總務工作 e 化，建置校園地理資訊系統、財產管理系統、出納
收據系統、學雜費繳費 e 化等系統，俾利於提升行政效率。
五、人員專業化：加強單位人員專業領域知識培育，邀請講師定期開設相關課程，推
動證照培訓制度，定期讓總務處人員參與業務相關證照課程，以強化總務人員之
執行業務之專業度。
六、提升工程品質：新建工程皆以爭取公共工程之「金質獎」為目標。
七、建構綠色永續校園：維護環境永續、降低能源使用率，建構綠色永續校園。
八、活化校園資產：統籌校園內外土地房屋資產，依據國有財產法等規定，進行不動
產利用、出租使用。

壹拾、秘書公關
一、人力素質優良：向心力強，辦理業務秉持工作熱忱，提供優質服務。
二、卓越溝通力：協助審閱送校長核判公文，遇有疑義先與相關單位溝通，並研擬處
理建議，維持公文品質及處理時效，協助校務整體推動。
三、建立完善法規與行動力：辦理各項校級會議議事業務，均依法令規範，並細心準
備議事資料、規劃議事流程及場地，建立理性溝通平台，使議事進行順暢，提升
校務推動效能。
四、高行政效率：推動分層負責制度，縮短核判公文時間，提升行政效率。
五、著重服務品質：辦理行政單位服務滿意度調查，透過線上調查方式，了解各行政
單位服務品質，作為後續精進服務之參考。
六、完善內部完善控制制度：進行風險評估，檢討修訂內控制度手冊，並辦理內部稽
核工作，以提升行政管理效益，避免缺失或弊端發生。
七、建置資訊公開平台：利用網路公開方式，統計年報及校務財務資訊公開，提升資
訊透明及可及性，方便查詢本校校務相關資訊。
八、強化公關業務：辦理新聞發佈及媒體公關業務，所發稿件多能獲媒體刋載，創造
新聞效益，提升學校能見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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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強化永續經營發展：推動電子化會議、公文無紙化加強方案，節約紙張資源，善
盡保護環境責任。

壹拾壹、人力資源管理
一、創新人事業務：建構「公務糧倉」知識系統網，彙整整合學校內部及外部重要資
訊，提供同仁依循運用，亦分享全國各學校或機關人事業務擇取參考，達成經驗
分享與落實知識傳承之目的。
二、整合高效率資料系統：薪資整合系統結合人事資訊系統、主計系統、出納系統、
公勞健保系統，節省作業時間，提升工作效率。
三、推動教師評審及多元升等新制：修改教師升等及審查通過等規定，並推動教師多
元升等制度，鼓勵教師推展專利研發成果於產學運用，增列教師以教學著作或技
術報告提送升等，朝多元專業發展。
四、關懷身心障礙員工權益：定期舉辦關懷身心障礙員工座談，積極爭取輔助以利其
工作之便，創造一個友善的無障礙工作環境。102 年至 104 年及 106 年至 108 年
榮獲臺中市進用身心障礙者優良事蹟等獎勵。
五、建立機制合理運用人力：建立行政人員總員管控機制，合理分配及彈性運用人力，
並以行政人員 501 人列管，人力零成長為目標。並將賡續檢討人員進用之必要性
及人事費支出之合理性。
六、保障人員權益：轉化保障派遣勞工權益，配合政府減少派遣人力之政策，將原有
派遣員工轉化為校務基金約用事務助理員，不再使用派遣人力。

壹拾貳、資訊系統
一、建置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提供校園即時以及安全之計算機及網路服務，創造
校園多元資訊網路應用服務及高品質的資訊科技環境。
二、加強中部地區之網路服務：配合教育部區網中心與國網中心 TWAREN 學術研究網
路之建設及推廣應用以加強提供中部地區之網路服務。
三、啟動領先全國之個資防護機制：不僅導入「個人訊管理系統」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並完成 BS10012 認證，成為國內大學中第一個完成
個資防護的大學。
四、強化教育部中區雲端資料中心：身為教育雲四大資料中心之一，建置了可供全國
教育雲使用的服務平台，目前已收容了教育體系單一簽入服務、教育大市集、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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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百科等多項系統，並持續提供全國各學術單位發展全國性應用服務所需之環
境。
五、整合校務行政 e 化：提供完整資訊供全校教學研究用軟、硬體授權服務，提供
教職員工生帳號以利使用學校各種資源。運用新進資訊技術提高校務行政資訊系
統的完整性及可用性，期能整合全校各單位系統資訊的一致性，並減少系統重複
開發，與簡化系統維運管理，以提升各單位行政資訊效能。

壹拾参、環境安全
一、強化「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簡稱環安中心)功能：推動校園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統整全校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工作，提供校內各單位相關法令諮詢服務，
以提供全校師生優質安全的研究教學環境。
二、創造優質之學習環境空間：在環保議題上，創造進步、安全、衛生、健康、人性
化的學習環境空間，培養學生具生態永續素養，落實綠色大學永續校園之推動理
念。
三、建置安全工作環境：在安全衛生上，修訂職業安全衛生法，發展創造一個對工作
者能有更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壹拾肆、通識教育
一、結合自主學習建構模組化跨領域課程：突破過往學生以科目及學期為單位的修課
傳統，學生可針對所屬學院要求之通識核心能力，就通識教育中心依據核心能力
所開設之課程，參考課程大綱及每週教學進度，選擇符合自身成長需求之核心能
力課程，並允許學生自由彈性選擇該核心能力相關課程，累積學分所需時數，不
再受單一課程之束縛，另可針對自身需求結合學院規定，達成學生自主並自組專
屬學習歷程，提升學習成效。
二、建置完整師資結構：通識課程師資涵蓋廣泛，70%來自九大學院，30%遴聘校外
學者專家及業師，以增強課程之深度與廣度，使學生平衡發展，彌補大學專業分
化教育之不足，增進學生跨領域知識統整能力。
三、嚴謹的課程審議制度：通識教師規劃課程符合「基本性、思辨性、多元性、區隔
性、系統性、開放性」六大原則，經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嚴謹
的審議通過後始能開設。
四、建構多樣性的非正式課程：「惠蓀講座」及「通識講座」，皆錄製為線上數位影
音課程，供校內外師生及社會人士免費瀏覽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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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目標與願景
本校教育目標為培育兼具人文與科學素養、溝通與創新能力、國際視野與社會
關懷之菁英人才，校務發展之願景為「學生本位、關懷在地、邁向國際」
，將分別以
教學機制、學生輔導、研發能量、產學績效、國際事務、圖書資產、文化資產、傑
出校友、總務業務、秘書公關、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環境安全及通識教育分
別說明如下：

壹、教學機制
一、落實教與學的品質保證。
二、深耕中臺灣區域教育發展。
三、培育未來社會需求人才。

貳、學生輔導
一、建構核心價值與校園文化。
二、強化學務工作組織與績效。
三、營造優質學習與生活環境。
四、促進全人發展與社會公民。

參、研發能量
一、提升全校研究能量。
二、強化學術發展活動。
三、落實與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合作交流。
四、積極延攬優秀年輕學者，強化學校未來的競爭力。
五、主導中部地區產學研究發展。
六、強化人文社會領域學術發展。
七、積極推動國家重點研發領域。
八、爭取獲得教育部後頂尖國際卓越特色大學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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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動與國際頂尖大學合作，追求學術頂尖。
十、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
十一、強化建構貴重核心設施。

肆、產學績效
一、強化產學研鏈結中心功能。
二、提升學校品牌價值，行銷興大品牌。
三、帶動校產企業經營。
四、建置及鏈結產學合作與產銷平台。
五、活絡既有資產加值對外服務。
六、促進產學合作，帶動前瞻研究。
七、擇優投資，創造校務基金盈餘。

伍、國際事務
一、擴大國際學生來源多樣性。
二

落實國際交流與合作。

三、強化校內教師國際合作經驗。
四、建置多元文化友善之校園環境
五、落實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事務工作。

陸、圖書資源
一、提供卓越與專業的資訊中介服務。
二、推動永續與創新的全人教育職志。
三、建置圖書館成為教職員生的創新與學習中心。
四、以 ERIC 為主軸，規劃下列六大建設：館藏擴增、服務多元、資訊優化、空間活化、
合作共享及人才躍進，做為本館未來發展重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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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文化資產
一、積極整合校內外資源，舉辦更多具示範高度的展覽。
二、擴大學生參與和接受，塑造藝術與科學均衡發展的校園環境。
三、運用豐富典藏與各美術機構交流，提升文化資產效益。

捌、傑出校友
一、以「熱誠、服務、關懷」的精神做為校友與學校的橋樑。
二、熱心服務及關懷校友的需求。
三、媒合校友推動學校發展。
四、對校友企業提供產學服務。
五、積極推動校務基金募款。

玖、總務業務
一、建構完善教學研究環境，拓展學生活動學習空間。
二、熱誠服務，凝聚向心力與認同感。
三、強化各校總務人員之鏈結、建立總務工作相互學習平台。
四、維護環境永續、降低能源使用率，建構綠色永續校園。

拾、秘書公關
一、提升行政效率，增進服務品質。
二、順暢議事運作，完善法規修訂。
三、行銷學校優勢，提升正面形象。
四、連結學校社區，善盡社會責任。

壹拾壹、人力資源管理
一、創新人事業務。
二、整合高效率資料系統，提升工作效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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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完整之教師評審及多元升等制度。
四、落實關懷身心障礙員工權益。
五、建立機制合理運用人力。

壹拾貳、資訊系統
一、強化智慧學習，創造有效、差異化及多元的教學與研究環境。
二、加強校務行政系統的統整，以專業新進技術提供友善及高效能系統，提昇行政效
率，邁向國際頂尖。
三、創造「安全」、「節能」、「資訊化」之智慧校園。

壹拾参、環境安全
一、營造優質永續的校園環境。
二、強化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工作。
三、創造有利健康的職場環境。
四、達到「永續校園」的目標。

壹拾肆、通識教育
一、奠定智識基礎，建立運用所學回饋社會之正確觀念。
二、擴展跨領域統整能力，深耕激發學生全方位發展潛能。
三、引導適性發展，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機會。
四、建構以核心能力為基準搭配模組化選擇之自主學習課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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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校務發展策略
本校定位發展為具有特色之研究型綜合大學，治校理念「以人為本、學術
為要、創造價值、造福人類」，校務發展策略說明如下:
壹、人才培育與創新教學
一、培育具人文素養、國際觀與宏觀視野的現代青年：強化本校自然科學領
域學生藝術人文內涵及人文社科領域學生之科普知識，以培育出具備邏
輯思維、論述能力與器度恢弘的未來領導者。在人文素養的培育上，將
特別重視文學、社會科學及藝術領域的環境建構與推動生命教育的體
驗；在國際觀的建立上，除了強化外語能力之外，更加強國際文化的認
識與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交換學生及實習計畫之推動，鼓勵學生參與不
同層次之國際事務。
二、建構完善教學研究環境，導入新穎教學型態與世界同步：透過專案計畫
補助系所教研設備更新，推動大四開設整合性專題研究課程，培養學生
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力；輔導學生社團蓬勃發展與推動住宿生活等
博雅教育書院，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之能力；加強跨領域、課
堂外及校園外的學習，發揮學以致用精神。加強硬體空間，規劃新建學
生活動中心，提供師生優質活動場域，凝聚師生向心力與認同感。
貳、學術卓越與產業鏈結
一、深耕特色研究中心，追求學術卓越：整合跨領域資源，形塑校園合作文
化，厚植前瞻研發能量，激發師生創意，並鼓勵師生新創事業，開創學
術研究之應用價值；與企業在校園內設置聯合研發中心，並鼓勵跨國合
作；結合區域產業成立產學聯盟，協助產業轉型及技術自主，以提升產
品價值，創造利潤，回饋社會。
二、強化學術與產業之連結，創造興大品牌價值：重視基礎科學的紮根，鼓
勵師生投入原創性研究，疏解人類在21世紀所面臨的困境；發展應用科
學研究，以解決產業與社會所面臨的實務問題；加強產業連結，協助產
業技術升級，創造興大品牌價值，提升本校學術地位與能見度，創造永
續經營的契機。
三、扶植年輕教師及研究人員：扶植具有發展潛力的年輕教師，協助爭取經
費或補助專案計畫，提供青年教師彈性薪資，並增加專案研究人員之聘
用，強化學校在學術研究及科學發展之競爭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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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人工智慧領域應用於新農業：配合國家政策，強化發展人工智慧領
域教學與研究，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於新農業，系統性解決更多農業問
題。
參、政府夥伴與社會責任

一、 與政府建立夥伴關係，成為施政後盾，並全力推動新南向政策：本校為
中部地區唯一的頂尖研究型大學，應善用現有資源並發揮既有優勢，一
方面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市政規劃與建設，並共同爭取中央補助，以繁榮
地方發展，提升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協助中央政府國土規劃與政策擬
定，支援各級機關辦理各項人才培訓及技術服務，以提升政府施政品
質，善盡學術回饋社會的重責大任，並配合政府全力推動新南向政策。

二、 鼓勵師生投入社會服務，永續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目標：持續關注社會議
題，訂定各項辦法鼓勵從事社會責任之教師與學生，以推動學校制度面
與教學面之結合並協助全校師生從事大學社會實踐責任工作。
肆、永續發展與未來願景
一、 竭誠服務師生與畢業校友，凝聚向心力與認同感：透過專業諮詢與自我
評估，幫助學生了解性向與特質，發揮適才適所精神；擴大推動學生暑
期實習制度，開設創業學程，讓學生在進入職場前完成所需技能，以強
化學生就業與職場適應能力；加強「校友中心」功能，提供畢業校友產
業諮詢與就業輔導，協助師生及校友創業，建立緊密的伙伴關係，以服
務口碑及績效贏得信任感與忠誠度。
二、 活化資產，健全財務結構，奠基永續發展：引進企業經營理念與人才，
活絡組織功能，促進單位營運績效，創造學術價值，並積極開拓財源，
樹立品牌口碑，推動專案募款，增加校務基金自主財源，奠定學校永續
發展基石。以深耕在地之本心，分享資源，與社區共生，與產業共榮，
帶領中台灣大步邁向國際。
三、 規劃成立教育、藝術與醫學院：本校由農學起家，發展到今天具有九個
學院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惟在領域的發展上仍缺乏藝術與醫學之互補。
未來將積極尋求與台中教育大學合併之可能性，並配合教育部「學院實
體化」政策，未來以「生命科學院」為基礎進行組織調整，逐步轉型為
「醫學院」(College of Medicine) 以整體高等教育發展趨勢與政府政策
鬆綁為基礎，逐步完成教育、藝術與醫學院的設立，帶領本校邁向世界
級頂尖研究型綜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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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務發展重點與行動方案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104 至 109 學年度)之校務發展重點為培育具人文素養、國
際觀與宏觀視野之現代青年，建構完善之教學研究環境，凝聚師生與畢業校友向心力
與認同感，追求學術卓越，創造興大品牌價值，同時推動校務智庫，成為政府施政之
強力後盾，落實「誠樸精勤」校訓，健全財務結構以奠基永續發展，並配合高等教育
發展趨勢與政府政策鬆綁，逐步設立教育、藝術與醫學院。
本校校務發展重點與行動方案將以培育社會菁英人才、教學品質精進、推動國際
化、校園建設與環境、產官學合作、強化推廣服務、強化校友經營、人文藝術與文化
資產及行政革新與組織調整，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培育社會菁英人才
培育社會菁英人才的目的，在於讓本校青年學生於課堂專業背景知識學習之外，
能夠經由校園環境提供的各種多元學習管道，在身心健康、人文藝術、關懷弱勢、與
國際視野等面向，全方位的學習與成長，並兼具人文與科學素養、溝通與創新能力、
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
本校主要由下列單位參與培育社會菁英人才：
一、學生事務處：經由空間、活動、人力三方面的創新規劃，與持續性的業務精進，
提供培育全人青年發展的優質環境。
二、圖書館：在既有的資源基礎上，以教育讀者、提供學術資訊資源、傳佈資訊、推
展文化為主旨，經由活化空間與優化資訊等方向，持續提供學生學習與服務的管
道。
三、體育室：透過發展校園特色運動，結合企業舉辦運動競賽等方式，提供本校學生
安全友善的校園運動環境。
四、藝術中心：經由擴大與各界的藝文交流，並透過課程整合擴大學生參與，以增廣
青年學子的藝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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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學生事務處
一、單位現況
學生事務處原名為訓導處，自 83 年 8 月 1 日起改稱學生事務處，目前設有教官
室、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住宿輔導組、僑生輔導室、生涯發展中心與健康
及諮商中心等七個單位，並由生涯發展中心兼辦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業務，致力於
學生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輔導、僑生輔導、原住民生輔導、住宿輔導與身心健康輔導
等工作，讓學生處於健康且安全無虞之環境中安心學習，並提供學生課業以外之多元
學習管道。
107 學年度員額包括教師兼任主管 5 人、教官及校安老師 16 人、編制內人員 14
人(含護理師 2 人)、專任諮商心理師 7 人、營養師 1 人、社工師 2 人、契僱護理師 1
人、資源教室輔導老師 4 人、校聘行政組員/辦事員 16 人、技工工友/臨時專任工友 8
人及事務助理員 5 人。為照顧學生身心健康需求，聘請 5 位兼任校醫及 2 位兼任精神
科醫師提供諮詢服務及 7 位兼任諮商心理師、3 位兼任臨床心理師、1 位兼任輔導老
師及 3 位實習心理師提供個案諮商與緊急諮詢服務。
本校設有學生事務會議、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災害防救
委員會、交通安全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生
活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膳食管理委員會、學校衛生管理委員會、學生社團審查委員會、
學生輔導委員會及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等，督導各項學輔工作之執行，由本處各組室
中心辦理會議相關事務。
本處自 78 年起為教育部中區學務中心，擔任教育部與中區大專院校學務處聯繫
窗口，辦理各大專校院學務交流與聯繫工作，並參與輔諮中心、校安與國防教育中心
及特殊教育中心等學務工作平台活動，透過全國各類學務工作的參訪與交流活動，互
相觀摩學習，強化本校學生輔導之能量並增進學務工作之創新。

二、發展重點
為培育全人發展之青年，學務工作規劃「身心健康」、
「助人養成」、
「多元學習」
及「國際觀養成」4 個發展重點，茲分述如下：
(一)身心健康
培育全人發展之青年，首重擁有健康的身心，因此規劃、提供學生合宜的軟硬體
設施，從日常生活與習慣的養成，養成身心健康的學生，同時可以打造身心合一、
健康舒活的校園。此一重點包含推展健康促進活動、紓壓舒活養成、社團發展及
參與、反菸拒毒、校園安全規劃與落實等項目。
(二)助人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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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的學生培養助人的習慣，對於全人之發展，除了有加成的功效外，更能
為社會注入正向能量。規劃與落實服務學習、關懷弱勢、無障礙步道等，均可協
助學生在此重點的養成。
(三)多元學習
面對多元的社會問題與多元的文化，學生成為職場新鮮人之前，應可利用校園內
提供的機會，培養多元學習的經驗。多元文化的認識與學習、僑生生活交流與職
能養成、宿舍學習、書院文化之建立等，豐富多元學習的管道。
(四)國際觀養成
世界村的形成，經過學校全人培育的學生，不能欠缺國際觀的能力。國際志工、
國際週及在課外學習及住宿學習提供國際角落，幫助學生國際經驗之累積，亦為
必要的過程。
依上述 4 個發展重點，持續辦理促進師生身心健康、維護友善安全學習環境，營
造活力校園、促進學生多元學習、養成學生助人精神及國際視野等工作。在業務穩定
推動中，並加入創新元素，以順應潮流，培育新時代之國家領袖。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身心健康促進方案
(1)身心健康活動推廣
A.聯合社區醫療資源，與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澄清醫院及
衛生局合作，每年辦理一系列健康促進活動。
B.每年規劃辦理性別平等推廣教育活動，包含講座、電影賞析、團體輔導、工
作坊、徵選或競賽活動等，並編製宣導品。
C.推動各項傳染病疫病防治宣導，配合衛生相關單位疫情防治及宣導活動。
(2)身心健康處遇服務
A.聘請各大醫院主任級、主治級醫師蒞校提供門診醫療諮詢服務及協助轉診就
醫。
B.依據新生入學健康檢查結果、篩檢疑似健康有異常者給予協助複查、轉診就
醫及衛生教育指導
C.健康器材維護及改善保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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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身心健康資源
A.每學期至少舉辦 1 至 2 次的全校導師知能研習，協助導師與各處室間保持暢
通溝通管道。
B.在校園三級預防的基本架構上，大學導師成為校園三級輔導工作中的第一線
重要角色。為落實校園心理健康之三級預防，且妥善因應當前導師們面臨的
輔導困境，除仰賴專業輔導人員提供專業協助外，特別規劃以下活動：
a.三年(105-107)期程「導師加入輔導工作」計畫：
(a)近程(105 年)「輔導興體驗~師生零距離：紮根篇」
。
(b)中程(106 年) 「輔導興體驗~師生零距離：互動篇」
。
(c)長程(107 年) 「輔導興體驗~師生零距離：共融篇」
。
透過三年「導師加入輔導工作」特色計畫內容，有效強化導師輔導知
能，提升導師投入輔導工作成效，進而促進學生獲得良好的身心生活
適應，創造友善校園。
b.危機演練課程與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為使第一線接觸學生的導師與系所
人員，對於危機事件能夠有基礎的辨識與應變能力，已於 106 學年度辦理
全校性的危機演練課程，並於 107 學年度辦理 2 場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
期能透過各種類型的課程，充實校內人員危機應變能力。
C.設置專任心理師專業再進修計畫，建構心理師專業督導，並定期針對校園心
理衛生三級預防之相關執行計畫與工作內容進行跨處室的討論會議，提升心
理師專業知能及晤談效能，並於 108 年度與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學務工作圈合
作，辦理「危機線上—校園專業輔導人員輔導專業與危機處理知能提升」相
關課程與訓練。
D.建置「個別諮商預約系統」
、
「新生普測系統」等身心健康資訊系統。目前「新
生普測系統」大致上已建置完成，並於 105 學年度針對「大二大三轉學生」
試辦線上施測，已於 106 學年度進行全面線上施測，更能即時掌握學生目前
身心狀態，提供立即性協助。「個別諮商預約系統」預計於 108 學年度完成
測試並正式上線。
E.為提供學生們更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務，並配合教育部所推動之學生轉銜輔導
服務，已於 106-107 學年度間增聘 2 位專任社工師，協助追蹤輔導高關懷學
生，並為學生們提供各類社會福利資源連結；期能擴大原有的心理健康服務
之向度，將服務品質再升級。
2. 友善安全校園維護方案
(1)強化交通安全、反毒及防災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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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新生入學指導課程、學生週會、畢業季及校慶運動會路跑活動、每學期
第一週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及寒、暑假安全注意事項宣導等時機，實施交通安
全及反毒宣導。
B.辦理災害防救教育與應變工作，規劃宿舍學生幹部實施防災器材操作與災害
應變研習，每年新生入學指導邀請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信義分隊實施防火防災
緊急避難演練，使學生了解設備使用及避難逃生原則，確保生命財產安全，
並配合國家防災日實施全校性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強化師生地震避難應變處
理能力，有效減低災損，以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C.不定期於教官室網頁公告交通安全重點事項，藉以降低事故發生。
(2)學生緊急事件及重大事故處理機制
A.本校鄰近有大里仁愛醫院及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等大型醫療院所，學生如發
生緊急傷病，均可迅速送醫救治。
B.校園內裝設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10 台，可供緊急救護使用。
C.由教官室成立校安中心，24 小時均有值班人員負責學生緊急事件協處，接獲
學生通報、各單位或「永續智慧社區創新實證示範計畫-智慧安全管理系統」
之訊息通報，立即派員協處，並依緊急事件處理流程通知相關單位接續處
理，確實維護學生安全(包括緊急住宿安排)。
(3)校外賃居訪視
A.由系輔導教官、賃居承辦教官訪視弱勢學生賃居處所，進行安全評核工作，
強化學生消防安檢、租屋注意事項及生活危害預防等知能。
B.每月透過賃居生活晤談強化學生安全及逃生知能，透過晤談了解學生生活狀
況，提供適當關懷及給予生活協助。
(4)推動法治暨品德教育
A.建置法治暨品德專屬宣導網頁，適時傳達各項相關活動訊息、法規及案例宣
教，以導正學生法治觀念、強化學生品德素養。
B.辦理法治暨品德相關研習、講座、宣導活動等，持續貫輸學生正確之法治觀
念，培養良好之品德。
(5)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A.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活動，包括電影賞析、講座、工作坊、印製文宣品並
進行宣導等，讓教職員工生能建立「看見多元，尊重差異」之性別平等意識。
B.辦理校園性平事件申訴調查及行為人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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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獎勵教職員工生從事或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以落實性別平等觀念。
(6)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A.提供本校約 100 位身心障礙學生課業、生活、心理及就業輔導
B.視學生適應情況與各系所老師召開個別化教育會議。
(7)辦理校園生命教育多元文化活動
A.辦理生命教育相關推廣活動，提供學生生活化的生命體驗及促進個體身心靈
之全人發展。
B.辦理教職員工生生命教育相關議題之知能研習、工作坊、講座或成長團體。
3.活力校園營造方案
(1)跨校與校內外競賽
A.輔導學生會及體育性社團，每年於學年度開始辦理校內新生盃各類球賽。
B.每年與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學校合作辦理正興城灣盃跨校競賽，結合中正大
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及中山大學四校超過一千位教職員生，進行學藝與
體育競賽，不僅促進教職員生身心健康，四校師生亦能相互交流聯誼、增進
情感；另亦輔導社團主辦或協辦全國性體育競賽校際間體育性競賽。
(2)大型場地供學生辦理各項活動
A.每年持續改善學生活動中心、小禮堂及惠蓀堂南、北廣，更新聲光設備、冷
氣設備等，提供音樂性社團辦理成果發表會、體育性社團武術聯展、各系學
會週展、耶誕聯合舞會及社團服務學習成果發表競賽等。
B.提供本校附中及附農學生辦理學生活動，並鼓勵本校社團結合校外單位，合
作辦理大型藝文活動。
(3)與學生會、社團合辦大型活動
與學生合辦湖畔音樂會、藝術季、迎新演唱會、畢聯會鬼屋、畢業舞會等大型
活動，提供本校學生參與多元活動機會及學習辦理大型活動展演經驗，創造活
力校園氛圍。
4.助人養成方案
(1)推動服務學習與社會服務
A.鼓勵服務性社團持續於校內外服務，每年社團服務隊出隊人數較上一年度增
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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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開設多元的社團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學校」與「社區」的互惠合作模式，
以達服務社會、自我成長之目的。
C.辦理「大手牽小手」服務學習攜手計畫，鼓勵附中、附農學生參加本校所舉
辦的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D.勞作教育範圍擴大至社區，並增列社區關懷服務，提供服務優良學生獎助金
及服務獎項。
E.提供補助鼓勵弱勢學生參與社會服務隊，透過服務襄學生體驗施比受有福之
精神。
(2)創新「勞作教育」課程
A.新增勞作專業講座、讀書會，議題包括環境環保教育、團體合作、溝通技巧
訓練，讓多元知識融入勞作教育課程。
B.藉由分組參與的體驗，培養學生勤勞、榮譽感與責任心，養成學生守時守紀
及團隊互助合作之價值觀。
(3)弱勢學生助學措施
A.執行教育部政策，提供減免及助學措施包括學雜費減免、大專校院弱勢學生
助學金、學生急難慰助金、就學貸款及生活助學金等。
B.提供各式獎助學金，每名獲獎金額為千元至萬元不等，多以家境 清寒者優
先獲獎。除校內經費外，並有來自各界捐贈弱勢生或以弱勢生為優先之獎助
金共約 13 項，將持續增加各式獎學金捐款數量。
C.助學功德金：執行 10 年以上之助學功德金，照顧家境清寒弱勢學生，使其
順利完成學業，並希望過去受贈者在有能力之餘能夠給予回饋，讓功德金精
神永續留傳。
D.興翼獎學金：提供 8 名大一弱勢新生在學 4 年間，每人每年十萬元獎學金。
另提供當年度符合低收入、中低收入及特殊境遇等身分入學之新生 1 萬元獎
學金。
E.推動各項助學措施：提供弱勢生活助學金、清寒勤學獎勵金及住宿優惠或免
費等措施，並訂定「提升高教公共性弱勢學生扶助獎勵辦法」，整合本校各
單位，規劃五大輔導機制，包含課業力輔導、就業力輔導、領導力輔導、生
活力輔導及國際力輔導，弱勢生參加學習輔導活動並完成輔導規定即可申請
扶助獎勵金，有效兼顧弱勢學生課業與生活所需，落實「學習取代工讀」精
神，發揮教育促進社會階級流動之正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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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建置完善輔導及關懷陪伴機制：學務處設有身心合一之健康與諮商中心，提
供弱勢生健康促進與諮商資源，並設有資源教室及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提供特教生及原民生全方位輔導，提升就業力。
5.多元學習方案
(1)辦理週會、畢業典禮等學生大型集會辦理
A.藉由週會公開表揚獲獎師生優異表現，包括「教學特優獎」
、
「優良通識教師
獎」
、
「菁莪獎」
、
「金鑰獎」
、 「大專優秀青年獎」..等，建立學生典範學習。
B.典禮邀請各領域傑出優秀人才蒞校演講，透過與會貴賓分享，培養踏上夢想
道路上最需要配備的基本能力及身為全人發展青年應有的人格特質。
(2)學生社團學習
A.課外多元學習成長講座：舉辦系列課外活動輔導講座及工作坊，提供校園青
年學生研習全方位的領導管理、溝通協調、合作信任、問題解決及團隊共識
等能力，並讓學生做中學，增加課外學習實務經驗與軟實力。
B.提升校外競賽能力：為提升學生音樂、肢體動覺等多元知能，本校音樂性社
團及體育性社團設備亟需汰舊換新，以提升設備資源及教學環境。此外，為
培育本校學生多元發展，積極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及增加校外競賽能力，
完善相關比賽器材，以期提升學生活動學習成效暨校外競爭力。
C.學生自治與傳承專題課程及校外參訪：提供系學會及各社團至校外參訪相關
產業或學校，了解各產業現況，或與他校自治團體交流，提升自我。另為協
助校內各學生組織幹部提升所需知能，且因應各系組織型態，考量所需知能
與需求不同，提供系學會及社團辦理專業技能課程，採專題演講方式進行，
目標透過系學會或社團每學期預計辦理 20 場講座。
D 規劃學生活動申請 SOP、簡化相關流程及社團各項申請電子線上化功能更新。
E.增加社團活動曝光率：利用臉書或學校網頁協助社團活動資訊曝光，規劃並
增進海報佈告欄美化與管理。
F.鼓勵系學會及社團辦理營隊及社團成果發表，整合本校及附中、附農社團資
源，邀請附中附農社團或畢業校友相互交流合作。
G.社會服務學習：鼓勵學生組隊至偏鄉小學服務，辦理出隊說明會、開設急救
研習、提升學生自我信心及服務成果編輯等課程，透過服務過程體會助人喜
悅，促進自我實現，達到社會回饋。
(3)生涯輔導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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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供一對一職涯諮詢、職涯成長工作坊，並輔以 iMake360 PODA 職涯輔導
線上測驗系統與 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協助學生瞭解職涯興趣、釐清職
涯發展方向，適性發展、成就未來人生。
B.邀請合作企業之各部門高階主管蒞校講授實務經驗，擔任企業導師，提供學
生更貼近實務的職涯輔導，並提供優先至企業面試、錄取機會。
C.辦理企業參訪、自主實習，提供學生志願性職場體驗媒合機會與資訊，增加
學生與企業之連結，提早體驗職場，縮短學用落差。
D.結合公部門與民間資源，持續與台中市政府合作辦理大型就業博覽會、與外
貿協會合作開辦會展職涯輔導班培育策展人才，並與社團法人中華人力資源
管理協會合作辦理履歷撰寫與面談技巧等講座。
E.辦理各項職涯發展主題活動，包括生涯規劃、名人演講、職能加值活動、各
國留學系列講座等，持續申請青年署、勞動力發展署、臺中市勞工局等公部
門計畫，並結合社會形象正面且具公信力之大型企業辦理企業徵才說明會。
F.規劃新生入學指導週活動與 UCAN 職涯適性診斷結合，協助大一新鮮人瞭解
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增加對職場及職能的瞭解，能更有目標、動機的規劃
自我能力養成計畫，針對能力缺口進行學習，以具備正確的職場職能，提高
個人職場競爭力。
G.鼓勵學生取得國內外證照，提升就業力。
H.開發融入「生涯規劃」理念並搭載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測驗與紀錄
學生學習歷程功能之「我的中興時代」生涯歷程檔案系統（E- portfolio）
，協
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確認未來目標與方向，系統輔以幽默文字、貼心提示
撰寫履歷應注意事項，協助學生完成專屬符合推甄、就業需求之學習歷程紀
錄、履歷自傳。
I.建置畢業生流向系統，協助各系所掌握畢業生發展情況，以回饋辦學，增加
學用相符情形。
(4)開設多元課程以培養僑生就業能力
A.辦理強化職能課程，如影像編輯、簡報及海報製作課程，透過技能培養，使
僑生更有競爭力，亦能適應現代資訊化與科技化瞬息萬變之就業環境。
B.開設手工藝課程，如拼布、乾燥花、手工香皂及護膚小品 DIY 等課程，培養
專業能力以外的第二專長。培養學生善用第二專長設立網路商店或是開設實
體店面，透過網路行銷將課程中所學發展成為未來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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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舉辦職涯定錨講座，使僑生從互動中了解就業市場狀況，於畢業後直接就業
或選擇繼續進修。同學可藉由活動從中獲得正確的資訊，找到自我潛能，以
確立畢業後的發展方向。
6.國際觀養成方案
(1)持續擴大國內外志願服務
A.本校於 2012 年開始推廣國際志工業務，培養同學「愛無國界、尊重與包容」
的國際觀，將所學知識技藉由國際交流推展實踐。每年持續於菲律賓與尼泊
爾進行服務，並自 2018 年開始由國際志工服務社推動在地服務，以國際視
野帶動在地服務能量。
B.持續辦理爽文國中英語營志工服務，招募本地生及外籍生志工進行國內志工
服務。
C.研議增加國際志工服務據點(國家)，並與國際事務處共同推動外籍生在地服
務暨文化體驗活動。
(2)僑生活動
A.辦理國際文化週活動，展現各國文化及風俗習慣，促進各國僑生間交流與互
動。
B.辦理僑生運動會，藉由運動賽事，提供各國僑生輕鬆互動交流之平台。
C.輔導僑生同學成立僑生聯誼會，辦理各項僑生活動，包括僑生入學講習、節
慶活動、聯誼活動等，增進僑生對不同文化之認識與了解。
D.辦理接待僑生校友活動，藉由學弟妹與學長姊之交流，擴大僑生未來就業人
脈圈。
(3)宿舍國際文化活動
A.開設語文課程，增加學生與講師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的機會，提升其外語
溝通能力。
B.辦理 Global family 計劃，透過舉辦各式與國際學生交流活動，讓本地生與外
籍生、陸生、僑生藉由共同參與活動彼此了解，並能透過活動更了解台灣在
地文化。
(4)社團雙語化
A.社團名稱雙語化、社團簡介雙語化、招募文宣雙語化、社團網頁雙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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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與國際事務處合辦各項國際性學生交流活動或營隊，或鼓勵社團或學生會組
織參與國際交流互訪、參加國際性競賽、舉辦姊妹校國際文化之旅、國際志
工經驗分享…等。
(二)創新規劃方案
1.空間創新規劃
(1)校內諮商與醫療空間
學生身心問題產生時，應有即時因應輔助的設施與策略，在健康維護與心理輔
導層面有護理師與心理師可以提供協助，然，依據民國 104 年政府頒布實施之
「學生輔導法」，校內輔導人員仍應增加，而目前之師生需求諮商日益增加，
個諮空間已經明顯不足，更無法提供舒壓相關設施，因應未來可提供更優質服
務，諮商空間的需求亦有其迫切性；又，因本校無醫學院，缺乏醫療資源，一
些學生身心問題，如精神方面狀況，無法即時提供服務，因此需要規劃並建置
醫療設施，預計與中區優質醫院進行在本校設立分院的可能性，期能達成此一
重點服務。
具體執行方式：
A.與學校空間分配委員會協商尋求校內合宜空間，增加個別諮商空間與相關舒
壓的設施。因配合緊急救助需求空間以地面一樓為便利。
B.積極與校內相關單位總務處、研發處協調中區優質醫院協商進駐本校之各項
事宜。
C.逐年編列經費進行規劃空間與設置之相關設施。
(2)健康運動步道
健康及諮商中心亦規劃在校園內建置健康步道，讓校內師生能在校園內依照規
劃路線，以快走、慢跑等形式，在固定距離內標示所消耗的卡路里，並以食物
圖像讓師生一目瞭然，提高使用率與增加運動習慣養成的可能性。再者，養成
戶外運動的習慣，對於憂鬱等身心狀況有預防與療癒的效果，故此步道應為提
供教職員工生正向能量的設施。
具體執行方式：
A.辦理「健康樂活興校園-健康步道」規劃、建置與擴展，結合學生的創意與想
法，規劃、建置符合校內師生需求與期待之健康步道。首期以 3 km 規劃 7
大特色區之環校步道，於實地健走運動中計算出運動者之卡路里消耗量，再
透過設立定點立標的方式，標示出每一段路線所消耗的卡路里量，以及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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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食物，同時於學務處成立專屬網頁，可在立牌處掃描 QR Code 獲得更詳
細的資訊，包含營養資訊、體位管理…等。
B.後續逐年由主要路線擴展支線，結合總務處、計資中心共同設置健康路線標
誌與相關 e 化感測元件，同時亦為朝向建立無車校園預作示範性軟硬體之整
合。
C.結合校內各處室，積極利用此健康步道辦理活動，亦讓學生會參與情人道與
懷舊區的設計，在步道區創造學生生活的回憶亮點，對於學校的向心力更加
提升。
(3)優化學生社團活動空間
社團活動在大學教育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學生跨領域的知識、創意、人際
關係的學習及培養國際觀等都可以透過社團活動來培養，因此校內學生社團專
用空間的建置十分重要，空間的功能性應逐年提升，新的學生活動中心興建完
成後，針對現有空間的配置及設備的優化，讓社團發展有足夠且合宜的空間。
具體執行方式：
A.學生活動空間改善後，空間運用如下：
a.社辦使用空間
I. 小禮堂廂房 5 間社辦，8 社團分配使用
II.惠蓀堂地下室 10 間社辦，10 社團分配使用
III. 雲平樓 33 間社辦，65 社團分配使用
b.學生活動公共空間
I. 圓廳 3 樓設置 2 間大型公共空間
II.廂房 2 間團練室
III. 小禮堂
IV. 整修雲平樓 1 樓走道，提供系學會週展及小型靜態展覽使用
V. 雲平樓 1 樓設置 9 間社課教室，1 間大型研討室
VI. 雲平樓地下 1 樓興建 2 間舞蹈練習室、1 間體育練習室、1 間多功能練
習室、2 間多人樂團練習室、3 間單人樂團練習室、2 間討論室、2 間會
議室、開放式交誼廳及展演空間
VII.雲平樓 2 樓 1 間 150 人會議室
29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新學生活動中心塑造優良活動空間，營造優質校園文化、促進多元文化交流，
並藉由社團活動的辦理與場地的活用，建立學生自我管理制度。結合品德教
育，推動節能計畫，讓學生於良好的社團活動空間下，進行社團活動，拓展
人際關係，培養跨領域的知識，展現活力氣息。社團活動公共空間規劃為：
a.推動一社一社辦，共計 141 間社辦空間
b.餐廳及便利商店
c.排練室、團練室及音樂練習室
d.學生交誼室
e.舞蹈教室
f.武術性練習室
g.一般教室
h.會議室
i.展覽室及文藝展覽空間
j.禮堂
(4)改造住宿環境
透過宿舍硬體設施的改善及及新宿舍的與建，提供「質」、「量」兼具之學生
宿舍，以期學生在教學與研究環節外有另一學習場域。
具體執行方式：
A.推動宿舍新建工程
a.女生宿舍誠軒大樓新建工程已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開工，學生於 107 學年
度第 2 學期進住，共增加 988 床位數。
b.興大二村男生宿舍新建工程預計 108 學年完工後將可增加 1216 床位數。
B.舊有宿舍硬體設施改善
a.逐年逐棟進行公共區域改善工程、設備更新、屋頂防漏及監視系統更新等
b.規劃建置仁齋及禮齋 B1 公共空間，以提供住宿生多元豐富的生活環境，
如：交誼廳、簡易廚房、討論室、簡報會議室、鏡廳等，以滿足同學們在
住宿生活中的多元需求。

30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c. 105 年整修男宿仁齋寢室床位，將原本水泥床位拆除，改以設置系統傢俱
床鋪，床鋪在上方書桌在下方，以達到空間最大利用，並增進住宿舒適度。
106-108 年進行禮齋、智齋、義齋、勤軒等之寢室內部整修。
d.108 年進行樸軒磁磚防墜工程，以維護住宿生安全。
C.住宿學習活動
a.安排宿舍全人系列活動，並結合通識中心自主學習，將同學學習成果整合
為通識教育的一環，提高學生參與動機及意願，亦可檢視其學習歷程。宿
舍學習活動態樣將以多元方式進行，如：演講、工作坊等方式；學習內容
根據同學感興趣或需求之課程或活動開設。
b.辦理高教深耕住宿服務學習活動，以培養住宿之弱勢生服務精神以及從做
中學的方式獲得成長，鼓勵宿舍弱勢生利用課餘時間透過協助規劃、佈
置宿舍生活空間、美化環境、辦理活動等營造優良住宿環境，並培養學
生服務利他精神，增進與人群互動及溝通規劃能力。
2. 活動創新規劃
(1)「興大春蟄節」特色活動
春鼓(雷)喚醒大地，青年學子張開眼睛，美好世界呈現眼前，振奮人心的鼓聲，
悠美的樂章，活潑的舞步，帶領萌芽之學子踏上頂尖的國立中興大學。為舉辦
屬於本校之特色活動，並增進各高中職生及其家長能深入了解本校各院、系、
所，及展現本校各系所各項成果。
具體執行方式：
A.第一年活動內容包含系所博覽會、湖畔音樂季、國際美食節及各系週展等。
a.系所博覽會活動：希冀經由各院系所與學生群策群力專業及活潑生動之表
現，提供高中職學生面對面的提供本校各院系所之特色成果介紹，也可進
一步體驗各院系所教學環境，一方面吸引高中生了解興大，認識科系專
長，減少高中生選擇到不如願科系的可能性，進而達到本校多元智能及適
性選才的目標。
b.湖畔音樂季：湖畔音樂季活動是學生會主辦數年之活動，其用意為配合中
興大學地標中興湖，建立興大具代表性的特色活動，此活動除培養校內音
樂風氣並聯合數個社團展演，帶動大型聯合活動風氣進而增進學生對本校
之認同感，也透過學生展覽的呈現，能想起記憶中的回憶或是引起共鳴。
大家可以在活動期間一起來享受邊聽音樂邊逛市集的悠閒氣氛，共同參與
為期一個禮拜的藝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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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國際美食展活動：結合外籍生及僑生共同舉辦具特色之各國美食展，積極
推動本校國際化，掌握國際脈動，讓學校本地生及外籍生交流、互動。以
達成「登上頂尖，邁向國際一流」目標，積極發展國際交流，擴大招收外
籍學生。
B.本特色活動希望逐年納入各單位活動，讓藝術、學術以及生活做結合，增進
校園活力，並與附近社區鄰里聯絡感情，進而達到行銷興大的效果。
(2)新生入學指導活動變革
為使新生感受學校多元活潑熱情新氣息，並幫助學生建立校園認同、人際互動、
環境探索、多元體驗、角色轉換及經驗分享之六大目標，將與學生會合作，透
過別具創意的營隊方式包裝及設計，引領新生進入大學殿堂。
具體執行方式：
A.活動內容大致包括誓師大會、迎新晚會、大師講座、校內分享討論會、社團
博覽會、院系時間。
B.透過處室時間、動態課程及校園導覽，期使大一同學能迅速對本校校園及兩
個「夠力」的朋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運動場與圖書館」，到運動場鍛鍊
身體、強健體魄；在圖書館裡不斷充電、蓄電、放電，展開大學豐富多元的
學習旅程。
(3)「興健康講堂」
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的變遷，生活壓力也有增長的趨勢而導致身、心症狀，
健諮中心預計自 106 學年度起每學期規劃辦理 8 場次「興健康講堂」
，期能透
過一系列的身心健康促進活動，喚起大家對自我照顧的關注並養成正向生活習
慣，以提升身心靈健康。
A.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週辦理「興健康講堂開鑼儀式」
，希望藉由此儀式喚
起大家對「興健康講堂」的注意，並透過一系列活動的參與，認識正向的生
活態度，鑼聲響起，好戲開鑼，全校一同邁入健康樂活興生活。
B.健諮中心聘有營養師、護理師、心理師與專業特教輔導老師，同時增聘社工
師，透過多元之專業師資群開辦「興健康講堂」，內容涵蓋均衡飲食營養、
健康體態雕塑、情緒處理與壓力調適、生命教育…，引導全校教職員工生建
立正向、積極的生活態度。
(4)興健康促進活動
配合本校健康步道之建置，與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學校合作辦理「雲端揪團健走
去，用 i 作伴保健康」創新型計畫，本計畫申請行動科技(穿戴式健康偵測智慧
32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手環)，搭配內建管理程式，讓學生與教職員工利用新科技產品，將健康自主
管理結合手環之使用，讓活動更為活潑有趣。
A.106 學年度引入健康手環，提供創新衛保服務，設計健康促進活動，亦期能
邀請體育室加入課程設計，目的欲促進學生落實每週至少達 150 分鐘中等強
度身體活動之健康生活。
B.編列獎勵金或獎品，參與此項健促活動者，以自身活動累積之金幣換取贈
品，提高參與者之興趣，並能持續進行，最終能將健康自主管理成為日常生
活的一環，也讓校內教職員工生擁有健康的身體與充沛的體能，為學習與工
作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5)興學塾企業導師活動
為促進產學接軌，提供企業與學生對接平臺，為全國首創與企業共同攜手辦理
職涯輔導活動。
A.活動融合業界實務講座、企業說明會、企業參訪、業師諮詢、專案報告，協
助學生深入了解產業趨勢及就業市場，透過合作企業之各單位專家、主管到
校擔任「企業導師」一職，輔導學生職涯規劃及求職準備，並與學校建立良
好產學合作關係。
B.活動從 103 年開展，逐步擴增合作企業數，並於 108 年訂定「國立中興大學
興學塾企業導師實施要點」，鼓勵院系所與企業合作相關活動，增加學生實
務經驗的學習模式與機會。
3.人力創新規劃
(1)增聘專業輔導人員
依據學生輔導法第三條第三項及第十一條內容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每 1200
人須設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本校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學生人數總計
15658 人，依規定應設置專業輔導人員 13 人。目前，本校健康及諮商中心已
設置專任心理師 7 人，兼任心理師 10 人。對照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第二項之規定，本校專任人力達 3 人以上，得以兼任人力服務時數折抵專任人
力；一年累計服務滿五百七十六小時可折抵一位專任人力。而本中心兼任心理
師年度服務時數已可折抵約 4 位專任人力，合計校內專任人力 10 人，依學生
輔導法規定仍不足 2 人。配合學生輔導法之規定，利用改變導生費之分配方
式，盡量在不增加學校人事費用之前提下，增聘專業輔導人員，提供校內學生
更深入之服務。
(2)設置社工師、職涯諮詢師
面對個案量增加及個案類型日漸多元化趨勢，應考量納入不同專業人才，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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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師及職涯諮詢師等學輔人力，取用不同專業人才團隊合作模式，以協助本校
高關懷個案之校園生活適應。
因應「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為提供有輔導需求的學生更完善的輔
導機制，各級學生可視學生需求提供轉銜服務。為使轉銜服務制度能夠建構完
善，並可有效連結校內外資源，提供更適切之服務。規劃於心理師外，另聘任
社工師。期能運用社工師良好的資源連結能力，讓目前的輔導模式更顯充實；
並期待社工師能發揮其活動規劃執行能力辦理心理衛生推廣活動或中心特色
活動及教育部計畫之策劃與執行。
為協助本校學生解決學用落差和職涯迷惘等問題，並幫助其了解性向和職
涯規畫，規劃設置職涯諮詢師，以個別或團體輔導方式，提供學生了解自身職
場性格、興趣與能力等。
(3)設置營養師
有鑒於食安問題頻傳校園食安實有賴營養師把關。為提高教職員工生食的安
全，規劃聘任營養師，負責餐飲衛生檢查稽核及食品衛生教育宣導工作之執
行，同時負責膳食營養諮詢服務，加強營養教育，建立正確的飲食觀，改善學
生營養問題，以發展高品質的營養服務。

四、預期效益
(一)完善三級預防制度、營造性別平等及健康舒活校園，建置完善諮商服務系統、充
實諮商輔導專業人力、提升諮商效益，進而強化校內師生身心健康。
(二)從健康的活動中學習愛護照顧自己並樂於助人，與社區醫療單位建立友善合作關
係，避免醫療資源的透支，促進社會經濟協和。
(三)藉由防災教育之宣導、演練及各項安全教育之推動，並輔以值班人員 24 小時在校
值勤協處學生各類校安事件。辦理新世代反毒策略宣傳活動，藉以防範學生可能
藥物濫用的行為，傳達健康拒毒觀念，營造安全友善校園。
(四)協助弱勢學生減輕經濟負擔，使同學能專心於學術、社團、競賽等學習活動，充
分發展個人專長及特殊技藝，順利完成學業。
(五)提供學生優質住宿環境，保障低收和身障學生住宿權益，改善宿舍設備品質，同
學宿舍生活學習機會，促進同學全人發展。
(六)提升學生社團活動參與度，培養學生溝通表達、活動組織實踐及獨立思考等軟實
力，進一步培養個人跨領域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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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輔導僑生進德修業，以培養其優良品德及專才實學，藉由僑生輔導及各項活動之
辦理，協助其適應環境，凝聚向心力，並建立對多元文化尊重與包容的精神。
(八)推動學生社會實踐服及及國際志工計畫，傳承服務精神、理念與經驗，藉由愛的
傳遞與服務，讓青年學子攜手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
(九)藉由學輔工作之規劃推動，讓本校學生由獨善其身進而兼善天下，成為兼具人文
與科學素養、溝通與創新能力、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之國家菁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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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圖書館
一、單位現況
(一)館舍面積
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一棟地下一層、地上七層之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共 34,595 平方公尺，約 10,465 坪。
(二)組織架構
本館目前設有六組一室，計有：採編組、典閱組、參考組、數位資源組、資訊組、
校史館組及館長室，提供全校師生優質的圖書資訊服務。
(三)人力資源
組織編制共置館長 1 人、副館長 1 人、秘書 1 人、組長 6 人、專員及編審 4 人、
組員 10 人、契約進用職員 14 人、工友及事務助理員 2 人，共計 39 人。
(四)館藏資源
目前館藏計有圖書 885,293 冊、電子書 898,583 冊、資料庫 398 種、電子期刊 40,227
種、中西文現期紙本期刊 1,189 種、裝訂期刊 146,009 冊、報紙 13 種及電子版報紙
786 種；並設有閱覽座位約 2,000 席、多媒體中心、多媒體創作坊、閱讀窩、研究
小間、讀者討論室等空間，地下室設有學習共享空間「興閱坊」及自習室。

二、發展重點
為培育全人發展青年，本館以圖書館所肩負的 ERIC 重任：教育讀者（Education）
、提
供休閒( Recreation )、傳佈資訊 ( Information )、推展文化( Culture）等各項責任與功
能，規劃六大重點，包括：館藏擴增、服務多元、資訊優化、空間活化、合作共享及
人才躍進，做為本計畫發展的主軸，如圖 1 。

圖 1 圖書館中程發展重點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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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藏擴增
1.持續完備各院系所之核心圖書資源，並建立各學科與跨領域的優質圖書館藏。
2.發展各學院系所學科重點核心期刊館藏，建構迅速完善的期刊資源服務。
3 精進資料庫資源，提供各學科與跨領域的優質電子資源服務。
4.整合全校各系所單位圖書室圖書期刊資料，擴大師生可使用資源。
(二)服務多元
1.打造使用者導向之個別化優質服務。
2 建構資源素養數位學習環境，精進讀者多元自主學習能力。
3.建置即時通訊諮詢服務，提供使用者慣用行動載具之資訊服務的管道。
4.提升與本校附屬高中農服務內容，擴展附屬高中農圖書館之合作與共享資源。
5.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積極協助教師申請 ORCID。
(三)資訊優化
1.落實並深化行動數位圖書館的內容。
2.將傳統機房轉型為綠能機房。
3.更新教學軟硬體及公用檢索個人電腦。
(四)空間活化
1.活化圖書館挑空區牆面。
2.規劃「我的閱讀角落-閱讀窩」
，營造成為本校師生的第二個書房。
3.強化自主學習空間之設備與環境，建構完善之學生活動學習空間。
4.建置興師圖書專區，陳列教師專書，展現本校學術成就，延續學術脈動，提供
教師著作發表與跨領域研究與討論之場域。
5.建置學生多元實作創新基地(Maker Space)，建構共創、共學、共享新空間。
6.規劃罕用書移地典藏，將空間釋放提供讀者更優質的閱覽服務。
(五)合作共享
擴大館際間之合作模式，增進師生獲取學術研究資源。
(六)人才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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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募圖資相關專業人才，提供系列在職訓練。
2.鼓勵在職進修與終身學習。
3.以跨組性業務培養同仁合作精神及團隊默契。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館藏擴增
(1)建置學科核心圖書資源計畫
A.配合校內各院系所發展之重點領域、各學程課程核心書目及通識課程需求，
強化圖書及多媒體資源館藏的質與量。
B.爭取科技部人文社會研究圖書補助計畫，強化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圖書資源與
建置深入且完整之館藏，並請研發處、教務處配合計畫建立獎勵機制，鼓勵
本校教師踴躍申請計畫。
C.朝向以讀者需求為導向（PDA：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徵集圖書資源，
定期推出閱選書展，並鼓勵校內師生踴躍推薦圖書。
D.參與「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及「電子書
供應合作社」等國內聯盟，合作採購電子書，有效運用經費與共購共享，以
拓展本校學術資源與提升本校電子書館藏品質與數量。
E.積極向學術或政府機關徵集相關學科之出版品與灰色文獻等資料，並鼓勵本
校教師申請研究計畫應編列圖書採購經費，以豐富教學與研究資源。
(2)維護師生核心期刊資源
A.期刊館藏發展須維護系所核心之期刊需求，以支援全校師生學術研究，執行
方式包括：
a.建立各學院系所核心期刊建立原則(Guideline)，做為各學院系所於每年進
行核心期刊排序的參考與準則。
b.定期進行各學院系所核心期刊資源需求調查，掌握各學科研究主題的發展。
c.建立國際快速館際合作服務(RapidILL)免費提供準則，增強支援師生所需
的教學研究資源。
B.極力爭取校方支持期刊資源經費，維持各學科領域重要期刊資源的完整性與
延續性，使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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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持續透過區域性及「Concert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共享聯盟」等國內聯盟合作
機制，繼續努力爭取以合理價格引進期刊資源，以有效運用經費，拓展學術
期刊資源。
D.與各系所合作整合各學科開放取用（Open Access）數位期刊資源，有效提高
學術期刊資源質量。建置與推廣 OA 期刊資訊，並宣導防範掠奪性期刊。
(3)建置跨領域資料庫
A.選定共同供應契約「Concert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共享聯盟」國內聯盟機制，
合作採購電子資料庫。
B.透過全國性或區域性聯盟機會，及全國性館長或校長聯席會，積極爭取由政
府補助採購全國版電子資料庫。
(4) 整合應數、化學、物理系書刊資料，移至圖書館集中典藏與管理，以節省人
力及管理成本。執行方式包括：
A.圖書整合：含搬遷、除蟲除霉、加工、編目、建檔、移架、入庫典藏等工作。
B.期刊整合：含裝訂、搬遷、除蟲除霉、加工、編目、建檔、裝訂等工作。
2.資訊優化
(1)落實並深化行動數位圖書館的內容
A.整合圖書館現有各項資訊服務，持續深化及調整圖書館響應式網頁，提供更
便利的行動化資訊服務。
B.強化整合行動載具的應用，透過 APP 整合現有各項圖書館資訊，逐步實現
行動圖書館目標。
C.配合館內需求進行各項新系統開發，徵詢各組與自動化系統相關之數位或行
動需求，評估列出開發優先順序，透過新系統開發以增加館內外利用圖書館
之渠道及提高使用便利性。
(2)圖書館傳統機房功能強化並轉型為綠能機房
A.因應圖書館 24/7 的服務概念，透過雙 UPS 主機以支援電力熱備援。
B.透過虛擬平台，實踐各種不同的資料備份及異地備援需求。
C.機房的空間再改造，以達到綠能機房的要求，如冷熱通道分離。
D.整合資訊設備，縮小機櫃使用數量，進而降低冷氣的需求，並得以更靈活運
用各項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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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新教學軟硬體及公用檢索個人電腦
A.更新本館推廣教室廣播系統：該廣播系統使用年限已超過 10 年，隨著硬體
週邊設備的升級，該廣播系統已無法銜接使用，擬進行廣播系統之更新。
B.推廣教室導入雲端管理系統，以解決電腦執行效能不佳之現況。
C.更新 1-6F 公用檢索區個人電腦(95-98 年建置) 。
3.合作共享
擴大館際間之合作模式，增進師生獲取學術研究資源：
(1)包括加入國內外館際合作聯盟組織，充分使用國內外館際合作服務機制，增加
資源取得性。
(2)主導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
(3)主導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4)參與聯盟合作組織：包括 RapidILL 國外文獻傳遞服務、NDDS 國內文獻傳遞
服務、OCLC（美國國際圖書館電腦中心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
NBINET（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T4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圖書館工作圈、
TAEBDC(Taiwan Academic E-Book & Database Consortium)臺灣學術電子書暨
資料庫聯盟、本館與他館雙邊圖書互借服務等。
4.人才躍進
(1)招募圖資相關專業人才，提供系列在職訓練
A.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徵聘人才，並通過評審合格而進用。
B.推動「Mentor」（傳習）制度，新進同仁透過資深或具有工作經驗館員的經
驗傳承，降低理論與實務工作上的落差。
(2)鼓勵在職進修與終身學習
A.主動提供同仁與專業相關的研習班、研討會、演講訊息。
B.鼓勵同仁修習正式學位(在職專班)、正式課程選修或旁聽。
(3)以跨組性業務培養同仁合作精神及團隊默契
A.以專案及跨單位任務編組，培養同仁統籌合作能力。
B.提供同仁皆能跨組參與整體性業務機會，提升整體團隊默契。
(二)創新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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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務多元
(1)打造使用者導向之個別化優質服務
推出適用於不同行動載具的應用程式 APP，提供讀者更便利的圖書館行動服
務。包括借閱資料 APP，功能包括個人借閱紀錄查詢及推播通知功能、最新消
息推播通知等訊息；空間管理系統 APP，提供讀者預約使用空間、查詢空間使
用狀況等。
(2)建構資源素養數位學習環境
A.規劃與製作使用者所需之館藏利用教育數位學習資源課程，並提供各學科領
域相關資源之數位線上學習課程。
B.建構完善的數位學習系統平台，使讀者擁有不受時空限制之學習環境。
C.應用新科技發展多媒體服務，提供完善之錄影、錄音空間及影音學習設備、
資源與服務，增進學生影音創作能力，並提升數位教材錄製品質及支援數位
影音實作之教學課程。
(3)建置 Line 行動諮詢服務，提供使用者慣用行動載具之資訊服務管道。
A.系統測試、設計使用者介面、編製 FAQS 問題集庫、logo 設計、功能測用、
匯入讀者檔等
B.紀錄統計與使用分析，包括使用者分析、諮詢主題與各類型問題建置。
(4)提升與本校附屬高中農相關服務內容
A.強化附屬高中農電子書資源：於本館參與大專院校電子書聯盟時，爭取以共
購共享方式引進精選好書與主題雜誌，提供附屬高中農師生使用。
B.與附屬高中農圖書館合作，主導辦理資源利用推廣活動及導覽服務。
C.配合附屬高中農師生進行教學需求，提供相關資源利用課程。
(5)提升興大研究能見度-ORCID 導入計畫
A.確保政策面支持，提高教師的參與度。
B.建置 ORCID 登錄系統，提供便利且單一登入管道。
C.建立代理人授權機制，協助教師建立作品清單。
D.建立 ORCID 專屬網頁及多元管道，宣導 ORCID。
E.跨單位合作，提高教師註冊 ORCID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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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性業務精進與創新規劃並進方案
1.空間活化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A.規劃罕用書刊移地典藏，密集管理罕用書刊
a.將罕用書刊移至校內閒置空間集中典藏，釋出原有書庫空間，以活化閱覽
空間，拓展學生學習空間。
b.書刊採閉架式管理，並規劃罕用書刊調閱服務措施，供全校師生借閱利用。
(2)創新規劃方案
A.活化圖書館挑空區牆面
a.以活潑生動的書牆圖案裝飾圖書館挑空區牆面，期以書海的裝修方式營造
不同的閱讀氛圍。
b.由圖書館 1 樓入口現有的閱選新書展示區延伸，另設計舒適與開放的新閱
讀空間，藉以推廣新到館藏資源與提升校園閱讀風氣。
B.建置中興第二書房-圖書館「閱讀窩」
a.於本館二樓北面規劃「閱讀窩」
，營造舒適、自由、便利的閱讀及討論空間，
成為本校師生第二個書房為目標。
b.閱讀窩以開放現代的空間設計，地板高度層次交錯變化，佐以面中興湖景
優勢，搭配主題圖書策展、節慶及教育活動，營造出專屬於個人的閱讀天
地，讓讀者能在一方小天地內，轉化休閒氛圍，靜心享受書香的薰陶。
C.強化自主學習空間設備與環境，包括增設筆電使用專區、更新及增加研究小
間、討論室設備與間數，建構完善之研究與討論空間。
a.更換新穎、舒適、人性化之桌椅，讓閱讀更加輕鬆自在。
b.研究小間配置造型桌燈及資料櫃，強化空間利用之便利性與舒適感。
c.討論室配置玻璃白板及投影電視，方便同學討論書寫。
d.增加研究小間與討論室間數，符合讀者需求與研究型大學的需要。
e.新增圖書館二、三樓「筆電使用專區」
，北面閱覽座位增設電源插座，滿足
讀者使用筆電的需求。
D.建置自助取預約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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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圖書館傳統的服務模式，導入智慧型預約取書系統建置 24 小時自助預
約取書區，同學只需以學生證感應，書架上的燈號就會顯示書的所在位置，
可以自助方式取書、借書，增加師生取預約書的便利性。
同學只需以學生證感應，書架上的燈號就會顯示書的所在位置，可以自助方
式取書、借書，增加師生取預約書的便利性。
E.建置多元實作創新基地(Maker Space)，建構共創、共學、共享新空間
a.增加數位攝影棚，結合錄音室功能，支援學生報告製作與學習研究。
b.提供學生遊戲軟體設計與手機 APP 設計之軟硬體設備，並提供遊戲軟體供
學生使用研究與休閒娛樂。
c.改造多媒體中心現有視聽聆賞座位與影片展示架設計，引進科技化影音撥
放與多元實作設備，提供學生創新思考空間與動手實踐機會，呈現寬敞、
舒適的影音學習與創作空間。
F.建置智慧型空間管理系統
應用人性化、智慧化及科技化之系統與設備，有效管理研究小間、討論室、
多媒體中心聆賞座位、多媒體創作坊、資訊檢索區、興閱坊愛學區等空間與
席位，改善目前繁瑣之空間借用流程、有效節省人力成本支出及創造舒適便
利之學習環境。
G.建置興師圖書專區
a.活化一樓影印室前之空間，建置興師圖書專區，陳列興大教師出版著作，並
透過互動分享空間與影音設備，不定時提供教師進行著作發表，以營造嶄新
的閱讀氛圍為目標，激發興大學術動力。
b.空間區分兩部分「教師著作陳列區」、「興沙龍區」。「教師著作陳列區」利用
大型牆面，設計造型書架，預計容納 2,000 冊圖書；
「興沙龍區」備有大型電
視及搭配造型多樣之可活動式沙發座椅，並規劃展示新進之教師著作，營造
在自家客廳的氛圍，提供教師新書發表園地，亦可辦理作家講座、座談會等
活動。

四、預期效益
(一)館藏擴增
1.建立各院系所課程之核心圖書資源，強化圖書及多媒體資源館藏的質與量。
2.發展各學院系所重點核心期刊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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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優質學術期刊資料庫資源，滿足本校師生學術教學研究需求。
4.全校圖書期刊資源整合與集中管理，促使師生迅速取得所需資料，擴大師生可
使用資源。
(二)服務多元
1.建立圖書館專業形象及服務價值，創造興大服務品牌。
2.善用數位內容影響力，強化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品質。
3.強化學生跨領域、課堂外及校園外的學習，發揮學以致用的精神。
4.運用優質的數位學習平台，提升圖書館館藏利用率。
5.不限時空或使用載具，提供一站式的參考服務，節省使用者時間，並開發新使
用者。
6.增進本館與本校附屬高中農圖書館共享資源，提升附屬高中農師生之教學研究
品質。
7.探索本校整體學術表現在國內外標竿學校中所據的優勢與特色。
8.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
(三)資訊優化
1.透過圖書館內部各項系統整合，有效組織與呈現讀者所需的各項資訊。
2.透過 APP 讓讀者可以更及時的掌握與本館相關的訊息。
3.採用雙備援電力系統及異地備份架構，將有效降低災難發生機率與提高資料復
原速度。
4.更換為綠能機房減少碳排放量，進而降低電力費用支出。
5.藉由配合教學軟體及個人電腦更新，能提供校內師生教學、研究更便捷的學習
環境。
(四)空間活化
1.提升館舍空間之使用效益：以嶄新空間吸引現有讀者與潛在讀者入館，預計進
館人數逐年增加。
2.促進合作學習與跨領域研究：因應群體學習與社群活動的趨勢，強化讀者與空
間、讀者與讀者間互動之機能。
3.帶動師生學術研究與閱讀風氣：改造現有研究小間與討論室，並建置「閱讀角」
及興師圖書專區以營造閱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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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擴增讀者閱覽空間：原有閱覽席位全數保留外，閱覽席位經空間改造後預計可
增加 200 席。
5.提升圖書館服務效能：整合服務櫃台業務，一站式解決讀者館藏資源利用問題；
建置讀者自助操作區，提高館藏資源取用之便利性與提高讀者服務品質。
6.提高讀者滿意度：期冀空間改造後，讓圖書館成為除了教室與宿舍以外，學生
最喜愛的「第三地」。
(五)合作共享
1.開拓館際間雙邊圖書互借資源，有效共享學術圖書資源。
2.積極對外爭取共用書刊資源，共建共享學術資源成果。
3.主導全國性及國際性聯盟組織，合作共享學術資源。
(六)人才躍進
1.培養全方位圖書資訊專業人才，提高資訊組織與讀者服務品質。
2.拓展館員視野和創造力，培養終身學習態度，提升組織競爭力。
3.透過 Mentor（傳習）制度的推動，提升館員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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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體育室
一、單位現況
(一)沿革
本校先設體育衛生組，處理有關全校體育行政、體育教學、競賽活動以及衛生保
健等事宜。76 學年度起，衛生事務另置衛生保健組，而體育運動組正式成立，並
於 84 學年度起配合大學法施行改制為體育室，並設教學研究、競賽活動、場地器
材三組。本室改制前後經歷屆主任之多年精心規劃，各項業務，臻具規模、厥功
甚偉。另在全體同仁等鼎力協助之下，使各項業務，更具成效，今後仍須繼續團
結努力，務期業務更為順利推展。
(二)人員編制與組織架構
本室依組織規程設有教學研究組、競賽活動組及場地器材組共三組，綜理全校體
育教學、運動 競賽及運動場館經營、管理與維護等各項事宜。現有人員編制為教
授 3 人、副教授 2 人、助理教授 3 人、講師 3 人、專案助理教授 1 人、專案講師
1 人、兼任教師 4 人、職員 5 人、救生員 1 人、事務助理員 1 人，共計 24 人。
(三)硬體設施
體育設施，在農學院時期僅田徑場 1 座、籃球場四面、排球場兩面、軟式網球場
兩面。經歷屆主任經營籌劃，擴充至現行規模，總面積約四公頃，包括四百公尺
PU 跑道田徑場 1 座、綜合體育館 1 座、室內溫水游泳池 1 座、室外球場(籃球場
12 面，排球場 8 面，五人制足球場 1 座、硬地網球場 4 面、紅土網球場 2 面)、
體操單槓場、高爾夫練習場、棒壘球投捕打擊練習場、攀岩場及溜冰場等。
民國 100 年本校承辦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體育館新增冷氣設備。游泳池亦
重新改善加溫設備，新增太陽能加熱系統並輔以熱泵設備加溫。田徑場更於其間
重新規劃為 400 公尺標準跑道，符合現代國際競賽標準。
(四)教學
1. 75 學年度（之前）：一至四年級體育課必修，男生隨班、女生合班方式授課。
2. 76 學年度：三、四年級實施體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男、女分班方式授課），
一、二年級仍採隨班方式授課。
3. 80 學年度：採電腦劃記方式選課。
4. 82 學年度：三、四年級體育興趣選項分組教學課程，改不分年級之合班教學，
男、女仍分班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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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4 學年度：大四體育，改為一學分之選修課程，大二、大三必修體育興趣選項
分組教學，大一必修隨班授課。開始實施電話語音選課。
6. 85 學年度：大一改原班（男、女合班）上課。
7. 86 學年度：增加電腦網路選課。
8. 97 學年度：體育課由三年必修一年選修調整為二年必修二年選修。調整後一、
二年級為必修，採興趣選項，1 學分；三年級以上為選修，選課方式為每班開
放 5 個名額提供選修，1 學分。
(五)研究
1.舉辦及協辦各項「學術研討會」。
2.鼓勵教師進修，並參加學術研討會、講習會及論文發表。
3. 84 學年度起實施學生教學評鑑。
4. 88 學年度起實施大一新生體適能檢測。
(六)競賽活動
1.校內
(1)舉辦全校運動大會。
(2)舉辦系際盃籃球、排球、桌球、羽球、足球、慢壘、網球、校園路跑、啦啦
隊、大隊接力、游泳及拔河錦標賽。
(3)舉辦教職員工校長盃籃球、網球、羽球、桌球、高爾夫、慢壘等錦標賽。
2.校外
(1)參加全國大專運動會。
(2)參加全國大專盃籃、排球聯賽。
(3)參加全國大專盃各項運動錦標賽。
(4)參加大專教職員工籃球、網球、羽球、桌球、高爾夫、慢壘等錦標賽。
(5)參加區域性及校際性競賽。
3.承辦全國性運動
(1)教育部及大專體育總會委辦之各項錦標賽。
(2)區域性運動及校際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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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區服務
1.協辦寒暑期運動育樂營隊。
2.協辦機關團體員工運動大會。
3.提倡全民運動，開放場館供社區民眾使用。

二、發展重點
(一)創新體育課程設計，增進體育教學品質
鼓勵體育教師進修，創新教學方式，發展 e 化影音輔助教學系統。藉由體育教學
及活動實施，培養學生運動能力與參與運動之習慣，透過快樂的學習，促進健康、
展現活力，使每位學生至少參與一項適合自己的特殊運動技能，養成終身運動的
習慣。
(二)活絡校園體育活動，增進教職員生運動機會
落實年度各項體育活動，推展系際運動競賽及輔導運動性社團普及校園體育運動
風氣；辦理全校運動競賽及水上運動競賽，組訓運動代表隊以豐富校園運動競賽
內容；辦理大型運動賽會，促進校際體育活動競賽，並加強國內外校際體育活動
競賽交流。
(三)培養運動參與習慣，提升健康與體適能
提升教職員工生的體適能認知與態度，活絡學校體適能教育，營造全方位的運動
環境與文化，透過體育課程強化學生體適能，使學生易於養成規律運動習慣，進
而享受運動樂趣，提升體適能。
(四)培育優秀運動人才，提高競賽運動實力
在既有的優良基礎下，與教育部、市政府及地方發展更多元優秀運動選手入學管
道，共同培育優秀選手，發展學校特色運動及資源，以體育運動行銷學校，為校
爭取最高榮譽。
(五)結合企業舉辦特色運動競賽。
體育運動是學校的最佳行銷工具，可以透過與相關企業合作，合作舉辦創新體育
運動競賽項目，共同推展形塑校園運動健康活力新形象。
(六)聯合各處室改善運動環境提升運動人口。
學校體育設備負有對外開放社區民眾使用之功能，配合廣大校園，結合各處室推
動友善環境，健康樂活新校園的休閒運動環境，協助政府打造「運動島」推展全
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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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推動體育課程多元化教學環境，創新課程及 e 化輔助教學
(1)藉由體育教學培育全人健康身心學生。
(2)培養學生堅毅不饒精神與團隊榮譽及精神
(3)經由體育課程學習運動技能，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
2.持續推體適能相關課程，提升教職員工生健康體適能
(1)每學年度第一學定期辦理體育課學生體適能檢測，持續收集分析本校學生體適
能發展趨勢。
(2)與健諮中心開設教職員工體適能學習課程，增進身體健康與運動習慣。
(3)配合教育部定期舉辦體適能課程及師資研習課程，培育體適能師資。
3.輔助推展教職員工運動俱樂部及組訓教職員工運動代表隊
(1)協助六大運動性社團社務推展，提供平日練習場地及教練指導。
(2)定期舉辦校長杯校內運動競賽活動，聯絡教職員工情誼。
(3)協助運動性社團參加全國大專校院教職員球類競賽，辦理組隊報名、選手培
訓、經費報銷、賽程管理服務及競賽資訊提供。
4.持續改善運動設施與環境，提供友善安全運動環境
(1)整體規劃發展，增取經費持續整建體育場地設施。
(2)增加軟實力，提供更優質服務。
(3)改善運動場區燈光照明，提供安全友善休閒運動環境
(二)創新規劃方案
1.開設教職員體育課程，提升健康體適能
(1)與健諮中心開設教職員工體育課程培養運動知能，提升健康體適能，厚植行
政、教學及研究的體能。
(2)利用第二健身房提供專業師資與課程，培養有氧能力與肌肉適能，提升運動人口。
2.積極爭取舉辦大型運動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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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爭取各項運動競賽舉辦，利用競賽運動行銷學校。
(2)爭取經費整修各項運動場地。
(3)提供大型競賽高水準運動比賽，提升師生運動興趣與風氣。
(4)配合推動教育部體育政策，以利往後場地經費整建經費申請
3.發展學校特色運動，樹立健康校園形象
(1)配合各處室興建健康步道，提供運動、休閒、觀光、知識與健康功能。
(2)結合企業舉辦校園特色運動，推廣全民運動，形塑健康校園形象，增取媒體曝
光率行銷學校。
(3)結合喬山健康科技公司培訓運動休閒管理人才，提供建教合作實習及未來畢業
就業機會。

四、預期效益
(一)培育優秀全人健康身心青年
1.學習運動技能，養成終身運動習慣，擁有良好健康體適能。
2.身心全面發展擁有的德、智、體、群、美五育面向，成為社會中流砥柱。
(二)帶動校園運動風氣，有效促進師生身體適能。
1.校園運動競賽多元水準高，提供不同項目需求。
2.校內活動凝聚各系師生團隊榮譽感與情感，營造健康活力校園。
3.推動全校共同時間，共同參與社團講座及運動，打造學校成為活力健康校園。
4.體適能檢測及相關課程，增進師生健康體適能，提升運動人口。
(三)結合企業發展體育，學校擁有特色運動競賽意象
1.結合企業發展特色運動，有效形塑健康校園形象。
2.結合體育相關產業，培育未來運動管理人才，提供學生實習就業管道。
(四)有效提升校運動代表隊實力
1.多元入學管道增加運動績優選手入學意願。
2.提升校運動代表隊運動實力，為學校爭取榮譽。
3.提供完整在地選手入學管道，留住優秀選手提升中部縣市運動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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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藝術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本校為提升校園藝術氣息，培育兼具人文與科學素養人才，於民國 77 年成立藝術
中心，屬一級行政單位，為全國大學之首創。現有主任、行政辦事員、工讀生各
一名。二百坪完整寬敞的展覽空間，加之興大交通位置的便捷性，被公認為中部
首善的單一展覽館區。
(二)每年舉辦藝術名家展覽以及配合校慶之紀念展，定期辦理典藏特展與教職員工暨
眷屬藝展。其中名家創作展結合大一國文、文創學程教學參觀，並由授課老師督
責撰寫心得報告，擇優公布表揚。
(三)典藏制度周延，設有專門典藏室，內有恆溫恆濕設備，並且持續進行典藏品之保
存與養護，深受藝術界的肯定。承國內外藝術家無償捐贈，30 年努力至今，累積
了書法、國畫、水彩、油畫、膠彩、版畫、雕塑、攝影及工藝等作品千餘件。
(四)成立陳其銓書道紀念室珍藏大師 450 件文物墨寶，另有黃雲溪先生 125 件書畫作
品及謝紹軒先生大作與藏品 346 件，充實典藏，豐富藝教內涵，堪稱大學藝文中
心典藏最豐富多元的指標。出版《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作品集》三冊、募
款出版藝術家專輯 20 本，十數種「典藏・文創」製品，擴大藝術品的交流與效應。
(五)重大研究發展成果：
1. 提供陳其銓墨寶，協助大陸文物出版社出版《陳其銓書法集》，認證為近代中
國國寶級書法家，為臺灣書法界第一人。
2. 與物理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物保存維護研究發展中心合作修復國際知名前
輩畫家趙春翔畫作「夕陽無限」，延長文物壽命，並列入藝術中心典藏。
3. 在軟體設備上協助本校計資中心建置視障友善導覽服務的手機應用程式，結合
iBeacon 微定位運用、Google 定位服務機制，回饋區域資訊，並利用語音導覽，
達到無障礙參觀目標，完善的手機導覽功能，加強使用者對藝術作品的了解，
擴大展覽能見度與影響力。
4. 自 2018 年起撰寫、邀稿藝文相關賞析文章，刊登於學校《興大簡訊》，透過文
字及畫作，期讓讀者能更加瞭解藝術創作背景及理念。
5. 本中心展藏與出版績效頃獲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研究，結論以為
堪稱全國藝文中心相關業務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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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重點
(一)舉辦優質展覽
藝術中心素以辦理優質展覽受到肯定，每年由專家學者 12 人組成的評審委員會，
推薦審議通過邀請名家展覽，以平均每年 8 場次的立體或平面藝術饗宴，造福師
生與各界人士，從尚獲得極高的評價。104 年度至今已舉辦 41 場展覽，8 場藝文
活動，報章媒體迭有報導，形成參觀人潮絡繹不絕的盛況。分列年度如下:
1. 104 年共舉辦 6 場展覽：
「順逆皆自然—黃媽慶木雕創作展」
、
「興園息游—陳欽忠
書法創作個展」
、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展」
、
「王顯正現代水墨山水展」
、
「中
興中文 50 年・系友書法家聯展」、「百年臻藝-郭双富前輩畫家收藏展」。
2.105 年共舉辦 8 場展覽及 2 場藝文活動：
「第十一屆國立中興大學教職員工暨眷屬
藝展」
、學生藝術季合辦「抽屜裡的時光機」收藏展、
「繪事後素・戴武光水墨展」
、
「童頑心畫・劉其偉藝術暨探險文物特展」
、
「情繫香格里拉的水彩大家-傅啟中教
授展」
、與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敦煌研究院合辦「絲路拾珍—
敦煌文物藝術展」、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展」、與陸軍第十軍團合辦第 50
屆國軍「文藝金像展」、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長講座「共同守望人類的敦煌」
、與
國美館、長歌藝術傳播合辦，臺灣資深藝術家影音紀錄片「快雪時晴憶莊嚴」發
表暨座談會。
3.106 年共舉辦 10 場展覽及 3 場藝文活動：
「江村雄國際得獎攝影作品展」
、協助國
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舉辦「傅啟中水彩特展-兩岸交流展」、與澳洲駐臺辦事處合辦
「Land Down Under 台灣打工度假青年鏡頭下的澳洲」、協助樂得藝術假國立國父
紀念館舉辦「情繫香格里拉的水彩大家-傅啟中教授展」、與大學院校藝文協會合
辦「新藝新聲-兩岸青年視覺藝術交流展」
、
「黃雲溪書畫回顧展」
、
「國立中興大學
藝術中心・典藏展」、
「愛的行板—2017 倪朝龍創作展」、「興大典藏—陳其銓・謝
紹軒書畫精品展」、「物競心擇—楊上峰個展」、詩人洛夫講座「因為風的緣故-我
的藝文創作之路」、詩人林煥彰講座「老頑童的文學之路-從《行走的詩》談起」
、
「洛夫名譽文學博士頒授暨詩歌演場會」。
4.107 年共舉辦 11 場展覽及 3 場藝文活動：
「興大典藏—當代攝影名家作品展」
、
「海
洋・進行式—莊明中 2018 油畫創作展」
、與南投縣文化局合辦「2018 綺麗南投・
藝彩飛揚—中興大學邀請展」
、
「大地行吟・惠蓀畫情—顏聖哲彩墨畫展」
、與陸軍
第十軍團合辦第 51 屆國軍「文藝金像獎」
、與臺灣阿布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合辦「看
見・福爾摩沙—齊柏林空中攝影公益巡迴展」
、
「興大典藏—陳其銓墨寶展」
、與人
社中心、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合辦「再現景色・Deconstructing Landscape—
李淮視覺藝術創作展」
、
「七十從心—簡銘山書法個展」
、
「時間的河・花語錄—2018
吳榮宗創作個展」
、
「醉心書畫老不休—柯耀東八六創作展」
、顏聖哲教授講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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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看景入畫—談中國近代水墨發展史」
、與中華弘道書會、廣東省書法評論家協會
合辦「2018 翰藝乾坤—兩岸文化交流」座談會、行政大樓前楊上峰鐵雕〈躍升〉
捐贈揭幕式。
5.108 年至今共舉辦 7 場展覽：
「若水~陳冠勳雕塑個展」
、第十二屆「國立中興大學
教職員工暨眷屬藝展」
、「興大之 SHOW~趙宗冠・唐雙鳳—全家六人展」、與南投
縣文化局合辦「興文翰墨—中興中文系友師生書法展」、「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
典藏暨甘治水墨捐贈展」、「他們的故事—蕭耀華攝影展」。
(二)結合校內課程資源，擴大學生參與
本校因未設有藝術相關系所，藝術中心承擔了部分藝術教育的功能。為提高同學
參與，已與中文系大一國文課程合作，利用上課時間由師長帶領學生參觀，同時
獲得進修部文化創意學程的認同，鼓勵學生參加，實施以來，成效十分顯著。
(三)定期舉辦教職員工暨眷屬藝術展
藝術中心之創辦，實由學校師長職工樂好藝術者共同促成，因此自始即與教職員
工暨眷屬的藝術活動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此一活動至今已辦理 12 屆，平均三年一
次，內容包括各類藝術創作，成員遍及學校各院系單位，年齡層分布自耄齡長者
到黃毛小兒皆有之，眾人樂此不疲，可見中興大學特有的人文氣脈。
(四)加強藝術品典藏及其推廣與應用
藝術中心典藏名家藝術豐富多元，堪居國立大學之前茅，現藏許多上世紀中期大
師，如趙春翔、臺靜農、陳其銓…，粗估市值億元以上。為延續典藏的績效，加
強募集工作，自屬必要，104 年至今已增募逾 97 件作品。除此之外，如何將典藏
品活化應用於日用之中，也是值得關注的項目，除提供各單位典藏品圖檔應用於
文宣，經過多年的宣傳，已經提供複製品作為行政大樓、圖書館大廳、文學院、
進修部、林管處、惠蓀林場、育成中心及理學院等單位布置，提升視覺美感，效
果尤佳。另十數種「典藏・文創」將藏品圖檔重製推廣，如陳其銓虛心竹杯、書
法鎮尺、林輝堂油畫〈穀倉裡的春天〉馬克杯、黃光男水墨〈橘香〉馬克杯、劉
其偉水彩〈紅鳥〉熱感變色杯、王顯正禪意畫〈甘願〉玻璃展示立牌、張家馨書
法〈隨時〉玻璃展示立牌、L 型資料夾(劉其偉水彩、傅啟中水彩、顏聖哲彩墨、
趙宗冠油畫)、2017 戴武光水墨畫精選月曆、2019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精
品月曆、興大學校賀年卡設計等，皆得到熱烈迴響。
(五)協助學校藝術景觀之規劃
興大校園優美，加以藝術裝置點綴，更添校內人文氣息，故中心協助規劃部分景
觀設計。如 2001 年所製《孔學要旨刻石》羅致大師陳其銓、汪中、杜忠誥、王靜
芝四人手筆，書寫進德修業之道，成為地標，常應用於文宣，為各大學絕無僅有
之創舉。惠蓀堂內集校友書法家所寫 15 公尺長《湯故校長惠蓀週會講詞》
，以及
53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高 10 公尺的《惠蓀堂聯》，展現了名家揮毫的氣勢，成為興大悠久校史的文化氣
脈表徵。現校園座落雕塑涂維政《中興傳奇》、余燈銓《航向幸福》、洪易《動物
植物很快活》
、人文大樓《心之森》等，多從近年大樓興建公共藝術所得之作品，
水準甚高，屢獲專家肯定。另行政大樓每年裝置十公尺春聯，聯句與書法俱由校
友書法家所襄贊，允為國內大學獨一無二之巨觀。近年更獲知名雕塑家楊上峰、
陳冠勳無償捐贈興大百年意象《躍升》、《深耕》設計，校友贊助製成實體，裝置
於行政大樓前兩側草坪，融入環境，增添律動，在「百年深耕，世紀躍升」的理
念加持下，切合開放空間藝術與人文互動的關係，為興大百年意象標誌。
(六)擴大與各界藝文交流
為拓展本校藝術活動之多元面相，藝術中心走出校園，廣結藝術善緣，誠屬必要。
之前為推廣「陳其銓書道紀念室」藏品文物，已與大陸韓山師範大學合作簽約共
組「陳其銓書道推動委員會」
，如今已在大陸藝術界引起重視。104 年度由「中華
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組團考察陝西、寧夏藝文工作，中心主任應邀參與，
與兩地藝文單位達成共識，引進一流藝文展演活動。
在國際藝文交流方面，2016 年與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共同舉辦「傅啟中水彩特展
-兩岸交流展」，並協助辦理於國父紀念館逸仙藝廊展出之「情繫香格里拉的水彩
大家-傅啟中教授展」，2016 年與沈春池文教基金會、敦煌研究院合辦「絲路拾
珍—敦煌文化藝術展」、2017 年與大專院校藝文協會合辦「新藝新聲—兩岸青年
視覺藝術交流展」、2018 年與中華弘道書會、廣東省書法評論家協會合辦「2018
翰藝乾坤—兩岸文化交流」座談會，2019 年與人社中心合辦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李淮教授「再現景色・Deconstructing Landscape—李淮視覺藝術創作展」。
至於支援校內其他單位活動，中心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每年舉辦之「興大春蟄
節」
、畢業典禮、校慶活動等皆規劃大師級展覽共襄盛舉，另於永豐銀行興大分行
(榮獲台中市十二大藝術亮點)及校長室同步拓點展出名家畫作，來訪賓客可兩地
同步參觀。同時協助各單位貴賓參訪及藝文活動逾 60 場，並多方與校外單位合辦
巡迴展，擴大美術面向；且中心主任多次受邀題字，增添校園文化氣息，擔任多
個全國性美展、縣市文化局藝文比賽評審等，並配合媒體記者、廣播採訪宣傳事
宜，積極參與相關活動，提升興大藝術中心知名度。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舉辦優質展覽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強化優質展覽的多元內涵與舉辦次數：現行展覽之舉辦，皆由專家學者所組成
的「評審委員會」推薦通過邀請，但長期運作下來，發現恆常表達推薦意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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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有類別集中化的傾向。因此必須主動逐一徵詢中心委員之意見，俾使展
覽呈現多元豐富的內涵。
(2)對外募款，藉增展覽次數：藝術中心因受限於經費預算（每年約 83 萬元），
以每檔撙節各項開支（如作品保險費等）計算，現行展覽次數只能辦理 3 至 4
檔，一年之中不免出現檔期青黃不接的情況。在經費預算不足的條件下，當進
一步籌措財源，俾增加展覽及相關藝術活動之次數。
2. 創新規劃方案
(1)引進國內外各藝術單位相關的資源：為強化展覽的多元內涵，除了現行評委制
度運作之外，未來更將主動透過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國立臺灣美
術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藝術大學、臺中教育大學等
藝術院系與法人機構，邀請國內外知名藝術家個人或團體蒞校展出。
(2)加大對外募款力度：在現行經費不足情況下，為增加展演活動次數，活絡校園
藝術風氣，未來將增強向企業募款的力度，目前已邀得若干認同此一理念的企
業家，四年內認養一定比例的展覽，應無問題。
(3)加強數位化平臺：為能讓展覽能不受時空限制參觀，拍攝佈展縮時影片、導覽
影片或開幕影片等，上傳至影音平台與官網連結；同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導覽
功能，增強觀者對藝術家及展品的瞭解；另已錄有歐豪年〈虯龍〉、廖大昇〈晨
音〉等 AR 擴增實境影片，用作解說，後續也會多加應用。
(二)整合校內課程資源，擴大學生參與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宣傳展覽訊息，增加參觀人數：現行與大一國文、文化創意產業學程教學參觀
合作，效益已經顯現，唯參觀班級尚未完全到位，因此強力傳遞展覽的訊息，
並反覆確認傳送至各任教老師，一一敦促其共襄盛舉，裨使參觀同學「一個都
不能少」。
(2)舉辦參觀心得報告徵文比賽：透過網路平台與海報宣傳舉辦藝術展覽心得撰寫
比賽，優勝者予以獎勵，藉此提升學生參與活動意願。
2. 創新規劃方案
(1)協調通識教育中心納入自主學習活動：通識課程本具有全人教育設計，未來將
協調辦理「看展覽、集點數、換學分」活動，預期將自大一同學擴大至全校學
生，參觀展覽從而獲益的學生人數，將大為提高。
(2)聯繫文化創意學程，納入學分積點：目前與文化創意學程策略聯盟，將藝術中
心展覽納入畢業實習認證，鼓勵學生多多參與藝術中心展務，體驗策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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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學生與藝術家接觸及作品賞析的能力。然而目前尚不夠踴躍，未來將比照
通識中心合作方式，加以參觀展覽累積點數換取學分，鼓勵學生參與。
(3)與學校計資中心合作「106 年永續智慧社區創新實證示範計畫」，於藝術中心
設置視障友善服務導覽應用程式，結合 iBeacon 微定位運用、Google 定位服務
機制，回饋區域資訊，並利用語音導覽，透過手機下載應用程式，達到無障礙
參觀空間目標，完善的手機導覽功能，也加強使用者對藝術作品的了解。
(4)聯繫本校附屬高中、高農師生參觀：結合高中職資源，擴大宣傳，提升附屬中
學與大學的連結性，目前高農美術課老師已將藝術中心展覽列入課程認證，鼓
勵學生蒞臨興大參觀。
(5)增加國際學生參觀人數：結合國際處寒暑期營隊、姊妹校交流及招生組活動
等，安排國際學生外語參訪行程，增進國際藝術交流。
(6)協助中文系與國際學校師生交流活動，安排導覽課程，將藝術與文學結合，讓
國際學生能體驗到中文與藝術之美。
(三)定期舉辦教職員暨眷屬藝展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改進宣傳方式：每屆「國立中興大學教職員工暨眷屬藝展」舉辦，確能帶動一
定藝術創作風氣以及教職員切磋藝術的人際交流。隨著歲月更迭，新進人員往
往因不明狀況而怯於參加，今後宣傳方式當以活潑、親切的內容，激發更多人
員參與的興趣，同時以此方式邀請駐校單位參與。
(2)製作精美贈品：為吸引更多教職員參與活動，歷屆皆製作相當具有特色的贈
品，未來將在此一基礎上，利用藝術中心典藏設計更精緻的文創品，同時邀請
企業掛名贊助。
2. 創新規劃方案
(1)辦理「國立中興大學教職員工暨眷屬收藏展」：在創作藝品之外，未來將舉辦
教職員工暨眷屬收藏展，藉此活絡教職員工人際關係，更可突顯本校特具的人
文風華。
(2)辦理學生收藏展「大家一起來獻寶」：學生參與中心活動，經由教學參觀及各
種鼓勵措施，應有帶動親近藝術的成效。若能進一步化「被動」參觀為主動「參
展」，則不僅活化靜態展示的功能，尚可提升學生參與意願，發揮一傳十，十
傳百的宣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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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職員工暨眷屬展平均每三年舉辦一次，近幾屆參與踴躍，可見校內創作風氣
之盛，且佳作頗豐，擬舉辦展覽時，除文宣的刊印外，擇其中幾件具代表性作
品數位化，用作網路宣傳，鼓勵教職員工暨眷屬持續創作。
(四)增加藝術品典藏及其推廣與應用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鼓勵展出藝術家捐贈大作：藝術中心典藏藝術精品，多來自藝術家蒞校展覽
後，回饋單件作品累積而成。未來當在此基礎上，以揄揚藝教為由，說服其贈
予更多精品，充實典藏。
(2)主動出訪藝術家，勉其捐贈作品：具有教育理念的藝術家所在多有，因展覽檔
期有限，未必能有來校展出機會。為擴增典藏藝術品類別的均衡性，將擬定藝
術家名單，主動出訪，徵其同意贊助本校典藏極待補強的藝術區塊。
2. 創新規劃方案
(1)以所得抵減方式回饋捐贈者：藝術家名作具欣賞價值，同時也有市場價值，若
能提供良好誘因，當可提高其捐贈意願。未來將研擬藝術品捐贈比照所得抵減
方案，商榷藝術品之適當價位，開立收據為憑。
(2)訪求學校故老捐贈校史文物字畫：學校歷史悠久，許多創校之初即已任教之故
老，常有文物圖書留存而任其荒廢者。藝術中心曾有機緣典藏中文系創系主任
李滌生書法圖書一批，未來將留意相關訊息，為珍貴校史文物以及圖書字畫安
頓最佳歸宿。
(3)建立典藏藝術家資料庫：藝術中心設有「藝術家群像」專區，能讓到訪民眾瞭
解中心典藏與藝術家生平介紹，因時代久遠，隨著展覽及典藏增加，擬更新、
增添多位藝術家資料，採用特殊印刷，以利保存。
(4)加強數位化平臺：新網站建置完成後，為能完整典藏作品的歷史典故，除藝術
家無償捐贈之典藏品外，擬邀約中心首屆主任張豐吉教授、部分典藏品捐贈者
採訪錄製藝術品由來，並擇選具時代背景或故事性者，上傳影音平臺。
(五)協助學校藝術景觀之規劃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增置校園公共藝術：已協助學校完成驗收人文大樓、應用科技大樓及食品工廠
公共藝術，教授會移置「沉思者」雕塑暨徵文比賽，目前持續進行「女生宿舍
誠軒大樓新建」之公共藝術徵選，力求過程嚴謹，提高美感層次。近年更獲知
名雕塑家楊上峰、陳冠勳無償捐贈興大百年意象《躍升》、《深耕》設計，校友
贊助製成實體，裝置於行政大樓前兩側草坪，為興大百年意象樹立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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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豐富校園人文景觀：現有藝術裝置已有一定數量，然偌大校園仍有許多空間可
供運用。茲擬協調教授會、景觀規劃小組、校友中心普查適宜位所，一一列舉
造冊，依此聯繫企業家校友認養，為學校人文藝術增色。
2. 創新規劃方案
(1)為引進更多裝置藝術，未來計畫邀請雕塑名家來校演講，同時商請學校招待至
惠蓀林場遊覽住宿，領略林園之美，再進行勸募捐贈雕塑之事，並敦請企業家
校友配合贊助藝術家工本費，以觀厥成。
(2)藝術中心典藏平面藝術，內有許多名家書法、繪畫、攝影佳作，且皆備有圖檔，
方便複製提供全校各單位裱褙懸掛。未來計畫將此訊息充分傳達，以利採擇，
共同妝點學校內外兼備之藝術景觀。
(3)移置洪易先生公共藝術：多年前動植物防檢疫大樓公共藝術「動植物很快樂」，
為當代雕塑大師洪易作品，原設計裝置於該大樓正面，因故改為後院角落，失
去創作原旨。茲擬協調總務處，研擬搬遷至適當場域，預期可成為學校藝術景
觀亮點。
(4)與營繕組合作，規劃建置校園新公共藝術：近年學校增建多棟建築，以便利師
生教學研習，豐富校園生活，為能同時注入美學於生活之中，擬於第二學生餐
廳規劃區，設置大範圍公共藝術，落實美感養成。
(5)協助林管處規劃惠蓀林場能高山莊樓層藝術裝置、會議中心大型藝術景觀以及
石刻題字等，加深學校與惠蓀林場的關聯，提升藝術氛圍。
(6)進行永豐銀行興大分行遷移新址的空間美術設計，同時將現有展覽拓點展出，
美化分行，達到兩地參觀的效益，期能再打造出另一個臺中市「藝術亮點」。
(六)擴大與藝文界交流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強化陳其銓書道紀念室的兩岸辨識度：陳其銓大師墨寶暨文物，受到兩岸書學
界重視，大師門生所組成的「弘道書學會」延續薪傳，已在廣東省多所大學開
設書法學程，學生數達萬人以上，且方興未艾。借由「兩岸陳其銓書道推動委
員會」為平台，充分應用於教材與教案設計，可擴大其影響力，同時提升興大
品牌能見度。
(2)加強與藝文組織之互動：本校藝術中心為「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
創始成員，一直擔任該協會常務理事、理、監事之職，每年隨訪大陸各省市藝
文機構，藉悉第一流個人或團體來台展演訊息。多年前曾邀請「北京話劇團」
來校演出，盛況空前。未來將加強與該協會聯繫，掌握一手消息，適時安排來
校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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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新規劃方案
(1)與臺師大、臺藝大藝術院系合作交流：藝術活動推廣的便捷性與優質化，北部
各大學藝術院系實具先天優勢，尤以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藝術大學為表率。未
來規劃與兩校藝術院系合作，交流展演訊息，以輪迴展點方式，邀請來校展覽。
(2)與「創價藝文中心」合作辦理展覽：「創價藝文中心」為國內專責美術展覽之
標竿，多年來與本中心互動頻繁。未來規劃聯繫交流事宜，將最新展覽訊息推
薦至中心評審委員會，從中擇取大師級展覽，邀請蒞校展出。
(3)進一步與「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合作辦理展覽：兩
地為國內辦理藝術展覽之翹楚，深耕藝術界多年，具有深厚藝文資源，與本中
心互動良好，將持續加強交流，合作辦理展覽；互通最新展覽訊息，推薦至中
心評審委員會，擇優邀請蒞校展出。

四、預期效益
(一)引進國內外藝術單位機構的資源，強化優質展覽的豐富內涵與增加展覽次數，藉
由展覽內容的多元化，提升本校學生以及附屬高中、高農的審美感知能力，瞭解
中西文化藉由藝術形式展現的精義。
(二)敦促大一國文學生全面參與，協調教學單位納入相關課程學分積點，聯繫國際處
和各學院國際事務與課程研習班帶隊觀賞，參觀人數可期自目前 500 人次，提高
至 2,000 人次以上，擴大藝術欣賞的效益。
(三)在既有的教職員工暨眷屬藝展基礎上，邀請新進人員參加，活絡校園人際關係，
促進同仁創作藝術風氣，突顯本校人文氣脈的深厚，實有他校所不及之處。進而
辦理學生藝術收藏展，活化靜態展覽功能，發揮同學之間互相關懷藝術的美質，
達到前所未有「藝術即生活」的具體實現。
(四)藉由向企業募款，主動訪求藝術家、耆老捐贈藝術文物，皆能有效累增中心典藏
之質量。繼而援用設計理念，將典藏製成精美文創品，成為代表興大藝術符碼，
足可提供校際交流之需，兼有助於國際化形象之提升。
(五)「沉思者」雕塑樹立於中興湖畔，為校園美景增色。徵選佳句，校園傳頌，引發
共鳴。「應用科技大樓及食品工廠」公共藝術完成後，將成為校園人文景觀的亮
點。未來「女生宿舍誠軒大樓新建」公共藝術，經評審委員專業認可，邀請名家
參與比件，可望爭取建築公共藝術金質獎的榮譽。
(六)加強與知名大學藝術院系、藝文組織以及文化局、美學館、社教機構合作，引進
大師級藝術家展出，揄揚陳其銓國寶級藝術的價值，促進兩岸藝術機構的交流，
皆有利於本校藝術品牌的辨識度，為邁向真正一流大學而重視藝文的最佳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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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品質精進
大學教育的首要任務為人才培育，而其關鍵就是教學品質，教學品質攸關學生在
專業知識方面的學習成效。本校為精進教學品質，主要由下列單位參與規劃：
一、教務處：經由學生面、課程面、教學面、行政面等四大面向，並以推展招生專業
化、激發學生自主多元學習、推動課程精實與創新、強化科技融入教學、通識教
育再造、完善教師教學提升機制、落實教與學的品質保證、建置多元學習環境、
提升行政服務品質、組織人力精進優化等十大策略方案，提供學生更優質的學習
場域與教學品質。
二、師資培育中心：透過與中部地區中小學策略聯盟關係之發展，師資陣容補強，中
小學校長、主任培訓班之成立等方式，讓在校生有更多參與貢獻教育工作之機
會，也讓各級學校在職教師有更多研究進修之機會。
三、體育室：透過創新體育課程設計，培養運動參與習慣，改善校園運動環境，推動
校園運動風氣。

3-2-1 教務處
一、單位現況
本校教務處設置有註冊組、課務組、招生暨資訊組、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通識
教育中心等五個單位，分別辦理學生學籍及成績、課程管理及選課、招生考試及宣傳、
教師教學精進專業發展及學生學習促進、通識教育規劃與課程實施等業務推動。

二、發展重點
本校教務行政業務秉承主動服務、重視效能、前瞻規劃三大工作原則，持續推動本校
教學政策，並以學生、課程、教學、行政等四大面向，規劃教學品質精進之發展重點
如下：
(一)學生面
著重招生選才多元化、教育扎根實質化及學生學習適性化，並分別以「推展招生
專業化，厚植優質生源」及「激發學生自主多元學習，促進學習成效」為發展重
點。
(二)課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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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課程創新應用化，發展重點以「推動課程精實與創新」、「強化科技融入教
學」及「通識教育再造」為主。
(三)教學面
在教學發展優質化、自我評鑑制度化兩方面，將聚焦於「完善教師教學提升機制」
及「落實教與學的品質保證」等兩項重點；另於教學環境多元化方面，將以「建
置多元學習環境」為主要推動重點。
(四)行政面
著重行政服務系統化、共享資源最大化兩方面，並以「提升行政服務品質」及「組
織人力精進優化」為主要重點。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推展招生專業化，厚植優質生源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辦理特色招生，招收認同本校教育理念之學生：
A.持續辦理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照顧偏鄉地區學生升學機會。
B.深化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技優入學招生名額管道，以連結農業技職學校，提
供農業技職學校學生升讀大學機會。
C.辦理特殊選才招生，增加不同教育及特殊經歷學生升讀大學之機會。
(2)實施弱勢生優先錄取機制：於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管道，由各招生學系提撥
名額，實施優先錄取弱勢生機制，提升弱勢生入學機會。
(3)辦理「興翼招生」計畫：於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增設「興翼招生」，透過
降低學測篩選標準等措施，招收經濟弱勢學生，幫助弱勢生入學。
(4)專案擴增原住民外加名額：逐年提高原住民外加名額招生比率，以提供更多不
同管道給原住民學生更多入學機會。
(5)推展招生宣導業務：辦理「中興講堂」專題演講活動、彰中科學班計畫等，深
化本校對高中學校服務內容及其影響力。
(6)促進校內招生專業化發展：推動大學個人申請書面資料審查優化及簡化工作，
提升校內招生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與「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了解，
掌握優質生源的變化。
2.創新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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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教育扎根，強化與中部高級中等學校及全國農業技術職業學校交流。
(二)激發學生自主多元學習，促進學習成效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辦理「學生創發學習計畫」及「讓人說 YES！提升你
的軟實力」系列培訓課程，並提供競賽經費，鼓勵學生組隊參加跨科際、創新
創業與創發類型競賽。
(2)深化學生學習與推動個別輔導：培訓優質教學助理(TA)，並強化學生課業輔導
機制。
2.創新規劃方案
規劃辦理「學生學習社群計畫」，鼓勵學生組成學習社群，藉由同儕小組互動討
論，培養批判思考、團隊合作與跨領域解決問題能力，發展多元學習與自主學習
風氣。
(三)推動課程精實與創新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統計及分析開課及選課資訊，優化教學資源配置，提供校務發展之決策參考。
(2)推動課程精緻化，鼓勵性質類似課程整合及創新，並發展學生學習應用成果。
2.創新規劃方案
(1)推動跨領域創新課群。
(2)實施彈性暑期授課。
(3)進行課程地圖優化。
(4)提高學生學習自由度及專業主修彈性：
A.推動院系所適度、彈性並採漸進式調降必修或畢業學分數。
B.持續鬆綁輔系、雙主修及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定與開設微學分學程，提高學生
修習第二專長意願。
C.推動學生修習跨領域第二專長，以利其進修或就業。
(四)強化科技融入教學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優化數位教學平臺功能，突破教學空間的侷限，滿足零時
差、零距離的數位學習所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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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新規劃方案
(1)建立數位教材開發、獎勵，以及教師教材智慧財產權協助機制。
(2)發展適合不同領域需求的程式設計課程，提高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能力，並為掌
握數位生活預做準備。
(3)購置數位科技設施，促進課堂互動，引導學生將創新創意動手實踐。
(4)推動各領域教師自製數位教材。
(五)通識教育再造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辦理惠蓀講座及通識講座：邀請國家元首、各部會首長以上官員、世界主要宗
教領袖、諾貝爾獎或其他國際著名獎項得主、具傑出貢獻之各行業巨擘，或其
他足以與上列等量齊觀之人士，分享其人生經驗及學術見解。
(2)實施通識課程教學：持續開設及檢討通識博雅課程、微型課程，並採認系所提
供之專業課程為通識深耕課程，提供由淺而深、兼顧修課彈性之多元化教學模
式通識課程。
(3)辦理惠蓀林場特色課程：以本校惠蓀林場為場域，培養學生建立人和環境之間
互動關係及正確的生態觀念。
(4)辦理自主學習：本校各單位舉行之非正式課程活動，如演講、工作坊、研習等，
經申請核准後可納入通識自主學習課程，學生得利用「自主學習系統」獲取修
習之課程紀錄，瞭解個人核心能力養成狀態，主動參與跨領域活動，拓展學習
的廣度。
(5)服務學習─中小學課業輔導：讓學生運用專業知識回饋社區，同時讓學生自我
啟發及省思服務學習的真諦，服務學習是「從做中學」的經驗歷程，強調「服
務」與「學習」並重的概念，期許學生在活動的過程中培養社會責任與具備公
民素養。
2.創新規劃方案
(1)通識課程新架構：變革以「素養」為導向，重新架構通識課程以「核心素養」、
「語文素養」、「領域素養」為主軸。「核心素養」涵括學校特色、本校學生
八大基本素養與資訊素養等項目，提供學生多元能力發展、公民思維養成之機
會；「語文素養」涵括中文能力、外語能力養成課程，著重溝通表達、閱讀反
思能力之培育；「領域素養」包含既有通識博雅課程三領域（人文、社會、自
然）外，並新增統合領域，提供學生跨域課程修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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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勇於跨域學習：規劃學生至所屬院、系（含學位學程）以外之開課單位修
習課程取得之學分，得認列為跨域自主學習通識學分。
(3)提升邏輯運算能力方案：規劃自 108 學年度起，開設通識必修課程「資訊素養：
程式設計與應用」，藉由程式設計學習歷程，提升學生邏輯運算能力。
(4)大一英語分級：規劃自 108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新生（不含外國語文學系）、
轉學生，其「大一英文」課程將由語言中心依其入學時之「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英文科成績」或「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英文科成績」進行英語能力編班，期以分
級教學，提升本校學生英語文能力。
(5)厚實外語能力：新通識課程架構將語文素養區分為「中文」與「外語」兩種能
力，其中外語能力將以英語為主，其他外語（歐語系文、日文、韓文及東南亞
語系文等）為輔，鼓勵學生多方學習英語以外之其他語系之語言，做為跨文化
學習與厚實國際移動力之基石。

圖 1 通識課程架構
(六)完善教師教學提升機制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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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教學諮詢輔導制度：落實教師傳習制度，並提供教學成效待改進教師相關
輔助措施。
(2)教師教學升等機制：鼓勵教師具有優秀之教學實務或創新成果，得以教學著作
為代表著作提出升等，並適時檢討修訂教師教學升等相關規定，加強教師專業
知能及配置完善輔導措施，以確保升等途徑之品質保證。
(3)教學意見調查制度：加強推動期中教學意見即時回饋，並持續改進期末教學意
見調查制度。
(4)教學特優教師評選機制：持續精進評選機制，以強化各項教學評審項目及配分
的適切性。
2.創新規劃方案
(1)提升教師教學知能與鼓勵教師教學創新：每年辦理臺綜大系統新進教師專業知
能研討活動，並推動教師傳習團隊計畫，促進新進教師適應大學教師職涯；另
每年也辦理教師專業發展/教學知能講座、教師精進教學、總整課程與成長社群
等補助計畫，鼓勵教師教學創新。
(2)教師教學研發與應用
A.依據當代高等教育發展，配合本校學生特性，推動教學方法改進之試驗。
B.鼓勵教師開發、應用多元適性之教材、教法與評量方式，積極申請教育部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落實創新教學。
C.鼓勵教師組成社群團隊投入跨領域教學相關議題，強化學生學習應用面。
(七)落實教與學的品質保證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自我評鑑及改善機制：檢討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機制、程序及結果，據以辦
理第三週期自我評鑑相關作業，持續落實自我改善及永續發展。
(2)教師教學檢核及輔導機制：設定篩選標準以檢核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滿意度較低
之課程，除瞭解原因及建議協助方式外，同時成立輔導專案小組，根據滿意度
數值分佈狀況及學生文字意見，設定輔導層級，定期作追踨及檢核，以期提昇
教學品質。
(3)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機制：根據學生教學意見滿意度調查的結果，結合核心能
力、課程核心能力權重值，經過計算與分析得出課程核心能力指標分析，作為
調整各項核心能力與課程核心能力權重值的參考，以培養符合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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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新規劃方案
(1)持續擴增教務分析系統功能：除原建置學業表現追蹤調查之項目，以及各類入
學管道學生在學穩定性、學生來源區域性等相關分析資料外，另增加入學考試
成績(例如學測、指考成績)與入學後課程成績表現(例如大學國文、大一英文)之
相關性對應，提供各系所招生規劃參考。
(2)推動教學品質追蹤機制：透過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機制所得出每學期課程核心能
力指標分析的資料值，據此持續檢討課程教學內容與核心能力權重兩者之對應
關係，追蹤課程內容符合各學系、所訂定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每學期不斷
地檢討與修正，並且經課程委員會會議審查機制，以確保教學品質。
(八)建置多元學習環境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持續推動教學設備與設施之改善，包含全校性共同課程教室之設備 E 化、課桌椅
逐年汰舊更新計畫、教室內外照明改善計畫、兩間大型(120 人)的視聽教室設備更
新及逐年建置智能節電教室計畫，並協助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教學設施改善。
2.創新規劃方案
(1)增設多功能學習空間
A.數位創新教學空間：提供數位教學之諮詢、教學設計加油站，協助教師將多
媒體科技融入教學，使學生學習更富樂趣。
B.全校性共同課程教學大樓(綜合教學大樓)：一樓走廊設置創意作品展示空
間、加蓋中庭屋頂薄膜及加裝 LED 燈，不論晴雨或夜間皆可提供學生學術成
果發表及舉辦展覽；建置遠距教室、翻轉教室及 PBL 教室，鼓勵教師發展適
性的創新教學方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另於五樓教室規劃研習小間，提供
各院系師生彈性借用。
(2)建置攝影棚及多媒體工作室，以提供豐富多元之數位課程。
(九)提升行政服務品質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利用通訊或網路辦理學士班新生報到，以增加學生便利性及報到率。
(2)推動學生各項申請作業 E 化服務。
2.創新規劃方案
(1)辦理臺綜大轉學考聯合招生，提供考生一次報名即可選填四校系志願，以降低
報名費負擔及路程奔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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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碩士班錄取生分梯次進行網路登記入學意願，以提早確認考生入學意願及
系所啟動備取機制。
(3)建置甄試招生暨線上書審系統，推動無紙化作業，並縮短試務時程。
(4)推動招生資訊系統與校務資訊系統整合，提供後續校務資訊分析與應用，並依
結果調整招生策略。
(5)設置碩士班台北考區，提供北部考生就近應試，以吸引優秀學生報考，提升學
校競爭力。
(十)組織人力精進優化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鼓勵同仁積極自我進修及考取相關證照，發展行政服務創新優勢。
2.創新規劃方案
(1)辦理核心職能研習，營造組織學習氣氛：依據單位專業職能需求設計研習課
程，並依其課程屬性，安排講授、個案研討、角色扮演、體驗學習、分組討論、
實地參訪等方式教學。
(2)辦理交流參訪，激發成長動能：透過臺綜大系統學校彼此交流互動，或標竿學
校觀摩學習活動等機會，進而激發組織文化變革，帶動整體行政人力素養之提
升。

四、預期效益
(一)推展招生專業化，厚植優質生源
1.促進特色招生質量提升，並提供弱勢學生、特殊技能學生更多入學管道及機會。
2.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師生對本校之認識，並增加策略聯盟學校就讀本校人數及深
耕策略滿意度。
3.強化與高級中等學校之教學交流，以提升系所教師對高中端課程之參與，及先
修或共享課程之發展。
(二)激發學生自主多元學習，促進學習成效
1.提升 TA 教學知能與輔導學生學習能力。
2.提升學生創發學習，發展產、教、學協同合作機制。
(三)推動課程精實與創新
1.藉由分析開課、選課資訊及學生學習需求，促使課程精實，並鬆綁系所課程分
野，擴大開課、選課、教學、實習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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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學院推動跨領域創新課群，擴大創新課群與實際開課數，並增加業師跨界
交流，協助學生成果衍生新創事業。
3.實施彈性暑期授課，提高學生跨領域選課，拓展學術視野。
4.促進課程地圖優化，善用教務資訊系統的核心能力成長曲線圖，審視學生各核
心能力情況，針對不足處提出改善。
(四)強化科技融入教學
1.提升教師教材數位化比例，促進師生課堂互動交流。
2.引進教學資源，激發學生跨領域學習程式設計興趣，培養邏輯思考、邏輯運算
與運用科技及創新學習的能力。
(五)通識教育再造
1.提供本校師生汲取各領域傑出人士智慧之機會，擴展學生視野及增加知識廣度。
2.奠定智識基礎，引導適性發展，提供學生跨領域及更多元之學習機會。
3.提升學生邏輯運算能力。
4.增進學生融會各領域專業知識，擴展其跨領域統整能力。
5.提升學生英外語能力，奠基跨文化學習基礎。
(六)完善教師教學提升機制
1.輔助新進教師透過資深教師帶領，順利進行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工作。
2.規劃辦理教學專業知能講座及工作坊，協助教師將所學知識技能運用於課程設
計。
3.協助教師開發實驗各項教學方法或組成教學成長社群，促進教學創新與精進。
(七)落實教與學的品質保證
1.訂定適合自我發展特色之指標與自我評鑑模式，並據此強化內部自我管控機
制，以利提升學校教學品質。
2.分析各課程間學生學習之差異性，提供教師評分參考及學生學習落差之及時輔
導。
3.分析不同入學管道學生學業表現，提供各系所招生規劃參考。
4.建置學生學習成效檢核體系，發展多元檢核制度。
(八)建置多元學習環境
1.完成多功能學習空間，促進學生多元學習與交流。
2.完成攝影棚及多媒體工作室建置，提供豐富多元之數位課程。
(九)提升行政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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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縮短學生申請證明文件流程，節省用紙量及時間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2.促進招生事務 E 化，提升服務效能，增加學生報考意願。
3.推動資訊系統整合，以利資訊蒐集及後續分析運用。
(十)組織人力精進優化
1.強化執行職務所需公務知能，建立績效及目標導向之工作團隊。
2.導入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促使教務行政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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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師資培育中心
一、單位現況
就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發展沿革而言，本校於 1995 年奉准成立「教育
學程中心」
，中心自 2000 年起隸屬校內一級單位，於 2002 年起正式更名為「師資培
育中心」
。本中心旨在培育優秀中等學校師資，提供在校生參與貢獻教育工作之機會，
以及提供各級學校在職教師研究進修之機會。
在組織編制上，師資培育中心隸屬校內一級行政單位，其下設置「實習輔導組」
與「地方教育輔導組」兩個二級單位。就組織人員而言，在師資上，中心之專任教師
共計 9 名（含 2 名教授、4 名副教授、2 名助理教授、1 名講師）
。在行政人員上，則
有 1 名助教。以下，茲就師資培育中心推動之核心工作加以說明。
(一)本中心係與本校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興大附中及興大附農形成系統性的教育體
系，據以培養優秀的中等學校教師。
(二)本中心係與本校農資學院和附農等單位形成完整的教育系統，依此可專門培育中
等學校農業類科教師。
(三)本中心為教育部主動責付培育農業類科教師（給予公費生名額）之教育機構，為
國家培育高職農業類科教師係本中心之特殊任務。
(四)本中心為配合本校政策，除培育國內中學教師之外，自 105 學年度起執行「馬來
西亞獨中師資培育專案」，正式為馬來西亞培育中等學校師資。
(五)本中心配合本校以及教育部政策，自 109 學年度起執行「緬甸華校高中畢業生來
臺就讀大學校院學士班師資培育專案」，正式為緬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

二、發展重點
(一)中部地區中小學策略聯盟關係之發展
師資培育中心與中小學建立合作伙伴之策略聯盟關係是相當重要的組織發展趨
勢，此不但有利於本中心教學工作之推展，亦有助中小學之校務運作。因此，本
中心後續除致力於與興大附農、興大附中建立更深入的合作關係外，亦會將合作
關係的觸角延伸至中部地區一些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學校。藉由學術策略聯盟關
係之建立，將有助本中心在推動教學、研究與服務上之進展。
(二)師資陣容之補強
70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在教師員額上，本中心目前之師資共計 9 名。然而，這 9 名教師實際是由師資培
育中心、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等三個單位合聘所構成，且須同時
承擔上述相關單位之教學、行政及服務工作。因此，本中心教師在教學負擔上其
實相當繁重。若依教師實際編制之需求，本中心與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合計尚欠
缺 1 位教師，故擬逐年向校方繼續爭取教師員額與經費，期望能於 109 學年度前
達 10 名教師之目標（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5 位，師資培育中心 5 位，兩個單位共
合計 10 位教師），以促使中心在教學及課程規劃之推動更具彈性。
(三)研究成果之強化
本中心歷年學術研究之表現，成果雖不突出，但一直處於進步的狀態。例如，近
幾年教師皆著力於期刊論文或專書之發表，或執行教育相關之產學研究計畫（如
科技部、教育部、縣市政府之專案研究）
，在研究成果方面之成長實有目共睹。然
不可諱言的是，研究表現仍有改善及提升的空間，本中心後續仍會持續強化學術
研究之表現，以提升中心之學術地位。
(四)教育績效成果之提升
就教育績效成果的檢核而言，師資培育中心具關鍵性的辦學指標乃是教師資格檢
定考試以及教師甄試的通過情形。以教育部現行的政策而言，其乃嚴格管控每年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通過率（近幾年通過率約 6 成）
。本中心會持續關注與檢討教
師資格檢定考試以及教師甄試通過率的表現情形，期使教育績效成果更為提升。
此外，榮譽事蹟之調查、教學意見調查、雇主滿意度調查等，亦是了解本中心在
教學與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的具體方式，本中心會持續收集並呈現相關資料，以了
解並顯示中心辦學之表現情形為何。
(五)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培訓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乃是國內現今最重大的教育政策之一，
此政策攸關日後中小學教育發展之良窳。基本上，十二年國教政策若要有效推動，
師資的培育與教師的專業成長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本中心旨在培養國中、
高中及高職等中等教育階段教師，若配合十二年國教政策，實可針對十二年國教
在推動上較缺乏的師資進行培育，例如可考慮結合校內外相關單位之資源，成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培訓班，以協助中等學校教師進行專業成長。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在師資培育中心之中長程計畫上，單位之發展重點有五。此係包括「持續性業務
精進方案」（1.中部地區中小學策略聯盟關係之發展、2.師資陣容之補強、3.研究成果
之強化、4.教育績效成果之提升），以及針對未來之「創新規劃方案」（十二年國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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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培訓班之成立），茲針對五項發展重點之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要
述如下：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中部地區中小學策略聯盟關係之發展
(1)學術策略聯盟契約之簽訂
本中心會採主動聯繫的方式，積極與興大附農、興大附中及其他中部地區中小
學簽訂學術策略聯盟合約，以增進師資培育中心與中部地區中小學之合作伙伴
關係。基本上，本中心在歷年來已經和一些國中、高中及高職等學校簽定實習
學校之合約，若能從中挑選出部分學校（如東峰國中、居仁國中、北新國中、
惠文高中、員林高中等中部鄰近學校），藉由策略聯盟契約之簽訂而進一步合
作，相信將可深耕彼此的關係。此外，亦透過中部地區師資培育大學聯盟合作
備忘錄之簽訂，以中部地區師資培育大學之整合力量，共同為中部地區之中小
學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2)透過實際互動來強化合作關係
就師資培育中心與中小學之互動的運作而言，本中心可協助各校推動相關教育
政策（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
、評鑑（如校務評鑑）
、教學（如補救教學）
，
以及專業成長活動（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或其他進修研習活動）等事項。另一
方面，中部地區中小學各校則可提供本中心師生進行實地實習（如師培生實務
學習或實習生教育實習之進行），或推薦優秀中小學教師至本中心從事演講或
兼課等面向之協助。
2.師資陣容之補強
(1)透過與其他教學單位之合作協商以增加員額
教師員額係由校方嚴格控管，在通識教育中心教師歸併至各系所之學校政策
下，本中心可考慮與通識教育中心及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等三方進行協商，徵
詢通識教育中心具教育學門專長教師之意願，使有意願的教師將編制轉移到師
資培育中心，以突破員額受限之困境。
(2)設法向校方爭取經費以聘請更多兼任教師
就師資員額實際之需求而言，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從 105 學年度起將配合校方政
策，招收馬來西亞之師資生，替馬來西亞之華校董事聯合總會（簡稱董總）培
養中學之教師（馬來西亞獨中師資培育專案）。然而，為配合培養馬來西亞之
師資生，本中心會面臨在某些領域上（如商業類科），無法提供相關專長領域
教師來任教之困境。因此，須設法向校方爭取經費，可考慮以不佔員額的方式，
聘請更多的兼任教師來開設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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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成果之強化
(1)透過研究獎勵制度之建立來激勵研究表現
若能建立完善的學術獎勵制度，則對於教師之研究表現無疑具有肯定或激勵的
作用。因此，本中心擬修訂單位之學術獎勵辦法，同時結合學校層級的獎勵辦
法，透過相關獎勵制度來促進教師之研究表現。希望藉此促使中心在「期刊論
文、研討會論文及專書之發表」以及「產學研究計畫之申請」等各方面能在數
目及品質上能有所提升。
(2)透過研究團隊合作之方式共同從事相關研究
本中心每位教師雖有不同的研究專長，但仍可劃分出一些研究領域，例如教育
基礎理論、教育行政與政策、課程與教學、輔導與諮商等。在先前，本中心之
教師雖有合作進行研究之經驗，但此仍屬少數，多數教師主要還是從事自身之
個別研究。後續，本中心之教師可考慮依照研究議題之屬性，組成相關研究團
隊，共同從事相關研究，以展現團隊之研究綜效。
4.教育績效成果之提升
(1)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教師甄試之輔考
為提升本中心學生在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以及教師甄試之通過率，中心將透過課
程與教學之設計、鼓勵學生成立讀書會、歷屆考題之練習作答、返校實習針對
考試之指導，以及模擬教師甄試之舉辦等方式，以期逐步培養中心學生在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與教師甄試應試之能力。
(2)榮譽表現事蹟之呈現
在學生學習成果的表現上，學生能參與各項競賽並獲獎是一種具體的呈現方
式，本中心後續將積極輔導學生參與各項競賽（例如教育實習檔案、教案設計
等競賽）
。此外，亦會主動收集畢業校友之榮譽表現事蹟，以彰顯本中心之教育
成效。
(3)學生教學意見及雇主滿意度調查
本中心會收集學生教學意見之調查資料，此含學校教學意見調查，以及由中心
主動從事之師資生與實習生的教育專業知能調查。另外，亦會進行雇主（如學
校之校長、主任）之滿意度調查，以了解本中心之教育成效為何，若有表現較
不足之處，則會設法進行相關改善工作。
(二)創新規劃方案
1.透過與其他教學單位合作之方式規劃課程
(1)本中心將採取與校內相關單位（如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農資院、法政學院、
文學院、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等）或系所（如教研所、資工系、國政所等）合
73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作方式，針對十二年國教師資培育或教師專業成長相關教育領域之對象，開設
第二專長培訓班、增能學分班、或者舉辦相關研習活動，以促進中學或小學各
領域教師之專業成長。
(2)本中心係透過 1 至 2 年的籌劃時間，先行了解十二年國教在推動上較欠缺的教
師需求，並考察各大學或縣市教師專業成長培訓班（如中學教師第二專長培訓
班）的運作方式，設計出相關教育課程及安排適當的師資，規劃於 106 學年度
之後，正式設立十二年國教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培訓班。
2.針對招收之對象進行分析定位
(1)本中心擬針對十二年國教及新興實驗教育之教師專業成長需求進行分析，在結
合本校之優勢條件下，可考慮設立以下相關教師專業成長培訓班。
A.科技領域資訊科技科教師
B.全民國防教育教師
C.自然科學領域之探究與實作課程教師
D.農業群科教師
E.實驗教育教師
(2)本中心後續將持續針對招收學員之教育領域進行調查分析，以掌握中心在教師
專業成長培育之市場定位。

四、預期效益
(一)中部地區中小學策略聯盟關係之發展
1.本中心經由與中部地區中小學建立更密切的學術策略聯盟關係，此將有助於促
進中心對中部地區中小學之實質影響力。
2.本中心與中部地區之中小學經由互動與合作，將可使雙方在教育政策、研究、
行政、教學與評鑑等工作有更好的進展。
(二)師資陣容之補強
1.本中心教師之陣容在補強後能促使單位教學工作之推展更為順利。
2.本中心之師資經補強後，此可望使單位在研究及服務上之表現有更進一步的改
善及提升。
(三)研究成果之強化
1.本中心透過研究成果之強化，使研究產出有更佳的表現，有益於逐步提升單位
之學術地位。
2.本中心在重視研究表現之同時，將可培養正向的研究團隊氣氛，使教師間的研
究互動情形更為頻繁與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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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績效成果之提升
1.本中心在藉由系統性的方式幫助學生順利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與教師甄試，
此將可彰顯單位培育中學教師之績效。
2.本中心透過榮譽事蹟、學生教學意見、雇主滿意度調查等資料之呈現，設法了
解並改善單位之績效表現情形，此將有助中心教育績效之提升。
(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培訓班之成立
1.本中心藉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相關培訓班之設立，培養中部地
區十二年國教與實驗教育人才，以擴增對學校教育之影響力。
2.本中心藉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相關培訓班的籌設，其營運之收
入將可為單位增加額外的經費，而在收入增加的情形下，本中心在推動教學、
研究及服務工作上將更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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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體育室
一、單位現況
體育室下設教學研究組，負責綜理本校體育教學與研究相關事宜，致力提昇體育
教學品質與教師研究水準，在少子化及社會老齡化的未來趨勢下，如何轉換不同世代
的教學需求與教學目標，期許大家能落實體育教學，課程應隨資訊化環境求新求變，
落實人人一運動，天天都運動的目標前進，配合政府打造台灣城「運動島」。
體育課程採興趣選項，一、二年級必修，三、四年級選修，104 學年度至目前每
學期平均開設 85.2 班 170.4 小時體育課程，包含籃球、排球、桌球、羽球、網球、游
泳、足球、運動與體重控制、運動舞蹈、彼拉提斯、現代舞、飛盤、輕艇、高爾夫、
壘球、適應體育等 16 項不同課程，提供學生以電腦網路選課方式選課，教學研究組
設組長 1 名、業務承辦 1 名，綜理下列業務：
(一)負責體育室行政事務之推動與擬定。
(二)負責全校體育課程之規劃與編排。
(三)代表隊體育成績整理、登錄及保管。
(四)彙集體育教學相關資訊及辦理體育學術研討會議。
(五)辦理學生體適能檢測及資料上傳事宜。
(六)辦理出版興大體育學刊相關事宜。
(七)辦理教師進修、評鑑、新聘與升等相關事宜。
(八)各項會議資料、工作報告彙整。
(九)辦理運動績優生招生相關業務。

二、發展重點
(一)創新體育課程設計，增進體育教學品質
鼓勵體育教師進修，創新教學方式，發展 e 化影音輔助教學系統。藉由體育教學
及活動實施，培養學生運動能力與參與運動之習慣，透過快樂的學習，促進健康
、展現活力，使每位學生至少參與一項適合自己的特殊運動技能，養成終身運動
的習慣。
(二)培養運動參與習慣，提升健康與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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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育課程強化學生體適能，使學生易於養成規律運動習慣，進而享受運動樂
趣，提升體適能。提升教職員工生的體適能認知與態度，活絡學校體適能教育，
營造全方位的運動環境
(三)改善體育教學環境，提供友善教學環境
興建體育館第二健身房、溜冰場、紅土網球場、體育館通風系統及整修室外球場
等運動場館設施，提供優質教學環境與空間，提升學生上課興趣及意願。
(四)推動校園運動風氣，提升運動人口
與健諮中心推動教職員工運動風氣，提升健康體適能，厚植行政、教學研究的體
能。
(五)提升教學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教學業務
由傳統書面資料全面電腦化，簡化行政流程建立標準作業流程，提高行政效率與
品質。

三、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持續推動體育課程體適能檢測與教學計畫
(1)持續多年體適能檢測計畫，收集分析本校學生體適能趨勢，結合教材提升整體
體適能水準。
(2)改善體適能檢測設備與空間，提升檢測水準與準確性。
(3)研究開發體適能相關課程與研究。
(4)協助教育部辦理體適能教師培訓與學術研習會議。
2.推動體育課程多元化教學環境，創新課程及 e 化輔助教學
(1)教師參與教學精進計畫，建置多媒體教材配合網路教學平台，提供更多元教學
環境。
(2)以網路教材提供體育課缺課同學補課方式。
(3)增設視聽教室及視訊設備，提供室外課程雨天教學使用。
(4)新設輕艇及飛盤課程提供學生學習，讓體育課程更多元化、樂趣化、生活化及
實用化。
(5)開設適應體育課程，讓身心障礙及受傷學生能正常修習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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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善網頁環境設備，體育課程大綱增設英文版說明。
3.開設教職員體適能學習班，提升健康體適能
(1)利用寒暑期開辦體適能學習班，鼓勵教職員工參與運動學習，培養運動習慣。
(2)輔導與鼓勵教職員工參加學校運動性社團，定期參與運動。
4.推動體育教學行政相關業務 e 化
(1)體育選課由人工作業輔助選課，至 107 學年度起轉換為網路選課。
(2)爭取合理教師員額，降低超鐘點時數。
(3)鼓勵教師進修，舉辦學術研討會及講座，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5.落實教學評鑑制度及教學滿意度調查提升教學品質
(1)配合學校定期辦理教師評鑑制度。
(2)獎勵教師在職進修提升專業教學知能。
(二)創新規劃方案
1.開設教職員體育課程，提升健康體適能
與健諮中心開設教職員工體育課程，培養運動知能，提升健康體適能，厚植行政
、教學及研究的體能。
2.推動體育教學行政相關業務 e 化
(1)建置場地租借系統
(2)鼓勵教師利用 i-learning 系統點名，增加教學運動使用時間。
(3)建置體育學刊線上投稿審查系統。

四、預期效益
(一)多元化的體育課程，養成終生運動習慣。
1.體育選課更方便，辦理相關事務更有效率。
2.體育選課更多元化、樂趣化、生活化及實用化，更能落實養成終生運動習慣。
3.持續增加及維護管理運動設施，讓教學及運動環境更安全及舒適。
(二)帶動校園運動風氣，有效促進師生身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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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體適能檢測及相關課程，增進師生健康體適能，提升運動人口。
2.校內活動凝聚各系師生團隊榮譽感與情感，營造健康活力校園。
3.推動全校校園運動共同時間，共同參與社團、講座及運動，打造學校成為活力
健康校園。
(三)推動教職員工運動風氣與水準，增進行政與教學研究效率
活化各項球類教職員俱樂部的功能，增加校內教職員工的參與率，培養運動習慣
，期望藉由身體機能提升，增加行政與研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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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術研究提昇
推動以及提升學術研究一直是國內各頂尖大學的重要校務目標。本校自民國八十
七年起設立研究發展處綜理與推動校內各項研究與發展業務。為符合本校長期且多元
化的發展，近年來陸續成立了包括生物醫農、能源奈米、人文社科、環保防災、精密
製程與機械等領域相關之研究單位，對於本校在研究發展與教學上都有實質上的貢
獻。
本章節的內容以研究發展處為首配合校內各校級附屬單位依序陳述本校在未來
五年內對於提升全方位學術研究上的詳細規畫藍圖。各單位對未來規劃推展之內容，
以單位現況、發展重點、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預期效益等架構做詳細說明。以下為
校級附屬單位：
一、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二、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三、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四、農產品驗證中心
五、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六、先端產業暨精密製程研究中心
七、動物醫學研究中心
八、國際農業中心
九、鳥禽類演化與基因體研究中心
十、大數據中心

3-3-1 研究發展處
一、單位現況
本校學術研究行動業務主要由研究發展處負責。研究發展處成立於民國 87 年 8
月 1 日，執掌本校校務規劃、學術交流、建教合作研究計畫、貴重儀器設備使用等事
宜，為本校推動校內、外學術研究發展之核心行政單位，說明如下:
(一)本校 95 年榮獲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於 96 年成立「頂
尖計畫辦公室」執行本項計畫。本校為中臺灣唯一獲得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
學及頂尖研究中心」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補助的大學。近年來由於執行頂
尖大學計畫，使本校在農業科學領域上，為臺灣第一，使臺灣在農業科學領域上
的國際能見度，大幅提升，成為臺灣最具競爭力的優勢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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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教育部公布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審查結果，本校核定經費為 3 億 5202
萬元，經費排名為國內第六，僅次於臺成清交與中央大學，表現亮眼，並將「頂
尖計畫辦公室」更名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執行成果獲得「優等」評價，
108 年度獲教育部加碼 5100 萬元，補助總額為 4.1 億元。
(三)目前研究發展處設有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校務發展中心、學術發展組、計
畫業務組、貴重儀器中心等 1 辦公室及 2 組 2 中心，各司其職，以服務師生、協
助校務運作為宗旨。
二、發展重點
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研發工作規劃下列發展重點：
(一)支援學術發展：提撥「支援學術發展」專項經費，提升學術研究水準，輔助校務
發展並提升本校學術卓越化及學術聲譽。
(二)獎助教師研究：獎助教師提升研究績效及帶動學術研究風氣，增加國際排名競爭力。
(三)培植年輕教師：補助新進及年輕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培植年輕優秀教師。
(四)籌建研究能量：補助「教師籌建教學與研究能量」經費，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
並鼓勵教師、系所、研究中心，向政府機關研提計畫爭取經費，提升教學能量與
服務推廣，推動組織改造，使資源作有效率之運用。
(五)增加國際能見度：補助「教師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學術交流、參加國
際競賽等」經費，鼓勵本校師生積極參與各項國際學術活動發表研發能量，提升
本校國際學術地位及國際能見度。
(六)強化學術交流：強化學術研究環境、推動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合作交流。
(七)留任優秀人才：提供研究人員獎勵誘因及積極延攬並留住優秀人才。
(八)貴重儀器服務：提供貴重儀器服務，協助提升學術研究，發展重點如下：
1.科技部補助儀器運作原則：配合國家政策，依科技部指示加強協助產業界研究
開發及檢測服務，以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2.校內貴重儀器運作原則：透過與「台灣綜合大學系統」聯盟合作，建置更完善
之資源共享平台，共同提升國際學界研究地位。
3.積極研擬訓練課程及驗證系統，協助學生儀器操作能力，增加學生未來競爭能
力及實驗效率。
4.整合多項儀器資源，加強儀器橫向連結，共同提供使用者服務之完整性。
(九)學術表現分析：建置研發能量與學術表現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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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整合校外資源：整合「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等校外資源。
(十一)學術推廣活動：辦理各項提升研發學術競爭力系列活動。
(十二)學術倫理：積極配合科技部政策，與國內相關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簽署委
託審查協議書，以輔助本校人社領域教師研提科技部計畫。
(十三)規劃及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發展學校特色」與「國際重點領域」兩大推
動面向。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支援學術發展
提升學術研究水準，輔助校務發展並提升本校學術卓越化及學術聲譽。每年自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提撥專項經費，訂定學術發展補助辦法，補助系所、
教師提昇學術發展。並於每年度召開 4 次會議，分別於 3、6、9、12 月份召開。
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1)補助各單位舉辦國際性、全國性學術研討會，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及深
耕國內及國際性學術知名度。
(2)補助學術相關活動，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3)補助各系所邀請國外專家學來訪，以拓展國際視野，提升研究水準。並善用國
外學者來訪的機會，安排與本校類似研究專長與興趣的教師進行會面與討論，
促進學術交流，達到最高效益。
(4)補助期刊論文刊登費，鼓勵教師踴躍投稿，提升論文發表數量。
(5)補助師生出國參訪、考察、競賽及學術交流，擴大國際視野、加速專業新知、
技術發展及新研究方法之瞭解，增加國際能見度。
(6)補助本校與國外學術機構、姐妹校師生研習，拓展國際關係，促進國際學術交
流。
2.獎助教師研究
獎助教師提升研究績效及帶動學術研究風氣，增加國際排名競爭力，依據世界大
學排名指標(如 QS、英國泰晤士報及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論文篇數、被
引次數及高質量論文比率乃進入世界百大之基石。
本校發表論文至 Web of Science，從 94 年至 98 年都是呈現持續上升的表現，在
100-102 年間達到最高峰。然而文章發表量在 103 年開始有小幅度的下降。從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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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變化來看，本校發文量從 94 年的 611 篇增長至 107 年的 1002 篇，增長了 64%，
就整體態勢發展而言本校的研究成果還是增長的，但從 103 年開始下降，應與頂
大補助經費下降，以及研究人力下降有關。另外在國際合作論文比例方面，在 107
年度快速上升 5%；HiCi 論文數 71 篇持續提升，論文發表穩定成長。
此外本校 103 年進入 ESI Top 1%之領域個數有 9 個，104 年成長至 10 個領域進入
分別為農業科學、植物與動物科學、化學、工程、材料科學、臨床醫學、生物與
生化、環境/生態、藥理學與毒理學及社會科學。
本校除持續獎勵教師發表國際學術論文外，未來將積極提升本校國際化、降低生
師比及投稿於權威學術刊物(Science 及 Nature)，以期更有助於增加國際排名競爭
力及帶動興大學術聲望。提升策略如下:
(1)強化研究獎勵措施，提升教師研發能量:
A.近程策略: 修訂論文獎勵辦法，調整資格及獎勵類別，獎勵教師發表國際期
刊論文及高品質論文(Q1~Q2 論文)，並增列教師與境外研究者合作發表之國
際合作論文加計獎勵基數規定，以增加本校在國際學術機構之能見度。
B.中程計畫:透過近程策略，論文量與質的雙軌並行，發表於權威刊物 (Science
和 Nature) 採「及時獎勵」鼓勵優秀老師。
C.長程計畫:透過本校論文量與質的提升，及降低生師比及提升國際化，提升
世界大學排名學術聲望。
(2)具體執行方式：
每年自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提撥專項經費，訂定學術獎勵辦法，獎
勵研究績效優良教師，增加國際排名競爭力(年度召開 1 次會議，於 6 月召開)。
3.培植年輕教師
補助新進及年輕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培植年輕優秀教師提供新進教師教學、研
究、服務的輔導與協助，透過各種經驗分享與討論，加速提升新進教師的教學與
研究能量。發展策略如下：
(1)本校新聘一年內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得申請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
圖書與電子資源及業務費，以協助教師籌建教學及研究之基本能量。
具體做法：每年由校務基金編列「新進教師」專項經費，訂定「新進教師」
補助辦法，培植新進教師(每年 3 月份召開一次會議)。
(2)為培育具高度研究潛力之優秀年輕學者，並鼓勵其持續提升與累積研究能力
以達重要突破與貢獻，訂定「優秀年輕學者懷璧獎獎助計畫。具體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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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贈收入編列「懷璧獎」獎勵經費，訂定懷璧獎審查辦法，提昇年輕教師學
術水準(年度召開 1 次會議，12 月份召開)。
4.籌建研究能量
補助「教師籌建教學與研究能量」經費，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並鼓勵教師或
各單位向政府機關研提計畫爭取經費，提升教學能量與服務推廣，推動組織改
造，使資源作有效率之運用。發展策略如下：
(1)由本校編列專項經費：鼓勵教師及行政團隊積極爭取各項學術研究與教學改進
計畫經費，營造優質教育環境並提升教育軟實力，改善本校學術研究風氣。
(2)積極爭取校外專項經費：配合政府部門政策規劃推動，集結本校教師研究專長
積極爭取專案計畫與示範計畫，以提升本校研發經費及軟硬體設施。
具體執行方式：
A.每年由校務基金編列「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與「執行政府計畫配
合款」等專項經費，訂定相關補助辦法補助教師、系所，推展學術研究。
B.「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合款」於每年度召開 2 次會議 3、12 月份召開；
「執行政府計畫配合款」於每年度召開 4 次會議，分別於 3、6、9、12 月份
召開。
5.增加國際能見度
補助「教師及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參與國際競賽及學術交流等」經費，
鼓勵本校師生積極參與各項國際學術活動發表本校研發能量，提升本校國際學術
地位及國際能見度。發展策略如下：
(1)由本校編列專項經費：為鼓勵師生出席國際會議，提撥專項經費包含補助教師
出席國際會議經費、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補助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技
藝能競賽及大陸專項旅費等。
(2)宣導校外補助訊息，協助師生爭取出國預算：於本校網頁提供政府部門及基金
會等各類型出國經費補助訊息，並協助檢視申請文件期能提高通過比率及補助
金額。
(3)配合政府政策鬆綁，適時修正經費規範，並透過訊息揭露與講習活動宣導等使
各單位的經費得以更靈活彈性運用於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競賽等。
具體執行方式：每年自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提撥專項經費，訂定補
助辦法，鼓勵教師、學生參加國際學術活動，提升本校國際學術地位 (每年度
召開 4 次會議，分別於 3、6、9、12 月份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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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強化學術交流
強化學術研究環境、推展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合作交流。本校積極與國內各大學及
知名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並簽訂合作協定；目前已與 59 餘機構進行合作，對
象遍及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及財團法人。
(1)與學術機構交流合作案：包括台灣綜合大學系統（中興大學、成功大學、中山
大學及中正大學）大學聯盟案，與國立金門大學、勤益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空軍
軍官學校、亞洲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弘光科技大學、澎湖科技大學、慈濟大
學、大葉大學、中州技術學院、國立交通大學等學術交流與合作案；此外包括
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家實驗研究
院、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等學術交流與合作案等。
(2)與政府機關(構)及醫院交流合作案：包括與彰化縣政府共同推動彰化縣野生動
物保育園區策略聯盟案和台南縣政府生物科技產業發展案，以及台中榮民總醫
院、仁愛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等醫
院合作案。
(3)其他交流合作案：包括與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
策研究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及財團法人台灣香
蕉研究所、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
研發中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財團法人石
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財團法人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財
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及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合設工業研究
中心等單位。
最近一年半(107 年~108 年上半年)簽訂之學術合作對象包括童綜合醫院、秀傳
醫療體系、陽明大學，及企業界友達光電、台電、漢翔航空、台中軟體園區及
緒泰精密機械等單位簽署合作協議。
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A.持續積極尋求合作夥伴、建立各種實質交流措施，積極建立各種實質交流措
施(例如，共同執行研究計畫、雙方師生互訪、選課、共同指導研究生及舉辦
研討會等方式)，期與國內產、官、學、研機構建立優質聯盟團隊，推動跨領
域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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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整合中部地區學術資源，與中部地區優秀學校共組攻頂聯盟，並共提計畫進
行學術合作；為照護中部地區人民健康，與中部醫院共同進行動物實驗研究
合作計畫，透過科技與醫療相結合，共同培育跨領域之研究人才，以及共同
為中部民眾的醫療照護而努力。
7.積極推動人才培育與延攬
提供研究人員獎勵誘因及積極延攬並留住優秀人才。為致力於成為亞太地區以
及全球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國際學術研究重鎮，延攬優秀人才對於提升本校學
術水準極為重要，發展策略如下：
(1)積極延攬國外優秀人才
為提昇本校教師研究水準，從事有益於國家創新技術及導入產業應用，近年來
本校績極延攬國內外學術成就卓著之專家學者來校服務，進行學術交流、加強
本校學術研究績效、提升國際能見度及競爭力。
具體執行方式：新訂「延攬國際頂尖人才遴聘辦法」
：成功延攬 2 位玉山學者，
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Wilhelm Gruissem 教授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杜武青教授。獲教育部審查通過之國際頂尖人才，除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及
研究人員規定辦理外，享有下列優遇事項：
A.非法定薪資：
a.玉山學者：每年至多五百萬元與行政及業務費最高一百五十萬元，短期交
流人員按實際服務時間比例核給。
b.玉山青年學者：每年至多一百五十萬元與行政及業務費最高一百五十萬
元。
B.不受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有關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
C.免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之規定辦理教師評鑑，惟達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之期
限屆滿前八個月應繳交成果報告函送教育部。
D.提供教學或研究所需經費與設備、行政或教學研究助理人事費、教師及其親
屬住宿與搬遷費、子女教育協助等事項。
(2)留住國內優秀人才及培育優秀年輕學者
訂定彈性薪資分級制度、獎勵校內傑出研究教師、強化優質教學與研究環境。
具體執行方式：本校為留住特殊優秀人才，訂定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
才彈性薪資準則及相關辦法，訂定彈性薪資分級制度，包含講座教授、特聘教
授、教學特優、服務特優及產學績優教師等。為留住年輕教師，107 年修正「延
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辦法」，新訂「優聘教師彈性薪資獎勵
辦法」，新增副教授以下優聘教師與新進教師獎勵，同時提高教學特優教師加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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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貴重儀器服務
提供貴重儀器服務，協助學術研究提升，發展策略及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1)加強協助產業界研究開發及檢測服務
與廠商簽訂短期服務合約，協助廠商研發上所需儀器預約及聯繫，提升廠商研
發效率，部分儀器提供博士後研究員之專業諮詢，協助檢測結果解析，定期舉
辦儀器性能說明，提供產業界充分儀器資源說明，分開學界及產業界服務時
間，以提升儀器使用效率。
(2)校內貴重儀器運作原則
建置「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四校儀器資源共享平台，以利共同使用四校資源，
避免資源重複之浪費，並透過四校共同研擬獎勵及互助機制，共同提升國際學
界研究地位，加強儀器服務品質。協請儀器負責教授輔助使用者於儀器檢測數
據質之解析，定期檢視資源分享及運作狀況，及時提供資源補助及各項行政協
助。
(3)協助學生儀器操作能力，增進學生競爭力
由科技部補助儀器技術人員定期開設儀器操作訓練課程，並設置完整考試驗證
制度。為維護儀器運作順暢，學員操作驗證及實習，皆需嚴謹考核，並由指導
教授及技術人員共同監督取得驗證學生，將先行進行自身研究領域實驗操作，
協助其更了解自身研究儀器運作機能，取得驗證之學員仍需定期重新考核，以
確保其操作技能之專業。
(4)加強儀器橫向連結，提供服務完整性
針對產業界技術研發所需，提供多項儀器一次預約之服務，提供產業界更便利
之服務，並配合產業界年度研究目標，簽訂服務輔助資源，提升產業界研發效
能，提高國際競爭力。儀器服務時間資源切割，由驗證學員進行自身學術界檢
測，儀器專業技術人員共同進行產業服務，提升研發效率及儀器服務效能。
(二)創新規劃方案
1.學術表現分析
為研發能量與學術表現之統計分析，建置「國立中興大學學術研發服務網系統」
，
本系統提供評鑑的自動化作業，使本校的研究成果資料有系統的累計，並透過資
訊計量方法計算學術競爭力，客觀呈現本校學術能量績效統計。且本系統建置目
的為提供教師個人學術管理平台，並提供教師升等、評鑑等教師學術表現統計之
需，以及瞭解各院學術表現、評估效益。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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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發揮「學術研發服務網」使用功能，全面實施師生「學術活動」經費補
助線上申請作業系統，無紙化作業並即時提供線上查詢服務。
2.整合校外資源
促進圖書資源共享、整合「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等校外資源，強化「台灣綜合大
學系統」四校的互動與合作，共創高等教育新紀元。臺綜大四校圖書若能夠透過
合作，以分工合作，共建共享方式，共同建構四校的電子學術期刊館藏，將有效
節省相關人力及經費，爭取較合理的價格及權利，提升服務績效及師生滿意度。
發展各校核心領域專題學術資源，支援各校重點核心研究學術資源，可以透過聯
合採購或分別購買不同專業領域期刊，共同建置，共同使用，降低採購經費，提
升經濟效益與減少成本。
規劃依各校重點研究領域主題方式採購，充實四校之詳盡學術研究相關電子期
刊，完整建構四校核心學術發展領域期刊完整資源，不僅支援師生教學與學習，
同時提升各校專題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與績效。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1)四校共建共享核心期刊館藏
核心期刊館藏通常是各學科領域最經典、重要的文獻資料，亦是師生最基本的
資訊需求。目前大學圖書館已逐漸建立各學術領域之核心期刊館藏，但在知識
經濟時代中，建立並維護單館館藏已無法滿足讀者需要，為求期刊文獻完整蒐
集與利用，藉由共建共享之合作策略，將有限的採購經費做更有效率的分配與
運用，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2)以分館分主題方式進行採購
各館採購相同的館藏資源，可能導致館藏重疊性高且無特色，難以提高互相支
援程度，以服務有多元資訊需求的師生。因此，若能由各館承擔不同的學科主
題蒐藏責任，建立完善的合作館藏發展策略及機制，不僅能維持館藏自主性，
建立各館館藏特色，亦能透過共享制度，真正擴展館藏的廣度，支援多元發展
的研究需求，有效促進資源利用，充分發揮館藏效益。
3.學術推廣活動
辦理各項提升研發學術競爭力系列活動。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1)邀請校內外教師分享計畫書撰寫技巧、計畫審查重點等，協助年輕教師爭取校
外研究經費。
(2)邀請本校優秀獲獎教師分享研發成果及獲獎心得並適時提供獎項徵求資訊。
(3)辦理新型態計畫推廣說明會，主動聯繫系所推薦適合教師並邀集計畫補助機關
人員到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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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新進人員座談會(包含教師、學生及行政人員)。由業務承辦單位說明各項
校內外經費申請作業及時程。
(5)定期舉辦「學術研發服務網」的教育訓練課程。
4.學術倫理
積極配合科技部政策，與國內相關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簽署委託審查協議
書，以輔助本校人社領域教師研提科技部計畫。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為輔助本校人社領域教師配合科技部人文司之研究倫理審查規定研提計畫，本校
於 103 年起即與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成大倫審會）簽署
委託審查協議書，又本校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丶支持本校人類研究案件送審並減
輕教師支付審查費之負擔，亦預先向成大倫審會繳交種籽基金，凡送成大倫審會
審查之案件如未獲通過且無其他執行中計畫支援付費者，得由種籽基金額度內扣
抵該審查費用。另本校將於 105 年度新增與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會委員會
簽署委託審查協議書，以增加送審單位之選擇。
5 規劃與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積極配合教育部政策，規劃及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發展學校特色」與「國
際重點領域」兩大推動面向，內容包含『研究能量與優勢特色』、『與標竿學校全
面合作』以及『厚實國際重點學院』等校內計畫。
(1)『研究能量與優勢特色』：提升全校整體研究能量，發展學校優勢特色
A.積極推動人才培育與延攬：配合深耕計畫增修彈性薪資辦法與延攬國際頂
尖人才遴聘辦法，積極延攬國外優秀教研人才擔任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
B.積極推動研究品質之精進：
a.配合深耕計畫修訂論文獎勵辦法，鼓勵國際合作與發表高品質論文。
b.獎助專任教師進行校外進修研究，以及參加國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等
活動，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
c.建立主動媒合重點計畫之校內機制，定期舉辦校內媒合會，積極協助整
合校內團隊申請各部會重要計畫。
C.強化本校生物科技、自然工程及人文社會三大領域達世界一流：由本校生
物科技發展中心、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實際協助接近優勢之領域(Subjects with potential)，及處於機會領域
(Subjects with opportunities)之研究再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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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發展本校優勢特色，帶動整體研究能量：持續發展農生及智慧機械領域優
勢，結合優勢特色推動跨領域研究。
a. 推 動 「 The ENABLE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and Biotech
LEadership) Center」，培育與養成具潛力之農生理工研究團隊。
b.籌設「智慧農業與食安研究中心」
，整合農、工、理、管理、生科及獸醫
等學院之專業教師，推動智慧農業各面向之研究。
(2)推動國際重點領域，提升本校整體國際競爭力
A.『與標竿學校全面合作』：
a.推動與兩大國際頂尖農業名校「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以及「美國
德州農工大學」之教學、研究與人才培育全面合作，進行標竿學習。
b.規劃(i)雙邊研究合作、(ii)教學創新與人才培育、(iii)全球農業推廣
三大面向，全面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與國際競爭實力。
B.「厚實國際重點學院』：
a.積極鼓勵發展學院特色，以促進教學研究與國際接軌；全面深化各學院
之特色領域，增加本校國際合作強度和深度。
b.於 107 年起推動「校內厚實學院特色研究能量計畫」
，加強學院與國際名
校合作，進行(i)主辦重要國際研討會、(ii)與世界一流大學建立合作
關係、(ii)聘請國際知名學者開設暑期特別講座或專業課程。
四、預期效益
(一)強化國際學術交流，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走入校園，鼓勵師生接軌國際，透過在台
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來訪等活動，讓國際知名學者深入校園了解興大。
藉由與大師近距離接觸與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了解國際學術研究新知，鼓勵教師
進行跨校及跨國研究，並觸發學生探索國際。
(二)持續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奠定本校學術基礎與聲望，在國際學術上，具一定
的地位，成為一所世界級的頂尖研究型綜合大學。
(三)本校將持續致力於校內外及國際之整合與合作，以提升學術及教學水準，培育符
合社會需要之高素質人才。
(四)提升學術論文質與量，及增加重要學術研究國際期刊刊登量。
(五)貴重儀器服務預期效益
1.加強協助產業界研究開發及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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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降低產業在硬體資源及專業人力資源成本，並提升產業研發品質及時程，
期許協助產業界在國際競爭搶得先機。
2.「台灣綜合大學系統」聯盟合作，建置完善資源共享平台
分享四校不同資源，避免四校購置資源成本上重複浪費，並依各校所長，共同
提升國際學界研究地位。
3.協助學生儀器操作能力，增進學生競爭力
透過訓練課程、驗證系統及實際操作，使學生於進入職場領域前增加一項專業。
透過儀器運作訓練，精確了解實驗樣品準備，提升實驗效率及準確度，亦培養
學生儀器故障排除能力。
4.加強儀器橫向連結，提供服務完整性
產業界多項研發，所需資源非屬單一儀器，藉由儀器橫向連結，縮短儀器預約
等待時程，提供完整性研發需求服務，有效提升產業研發效能，加強國際競爭
力。
(六)論文的質與量並進，保持優勢領域的領先地位，幫助接近優勢領域論文品質再精
進，以及鼓勵處於機會領域教師發表論文。
(七)開發世界領先導入智慧機械產業的全新機台溝通模式技術，積極導入 AI 人工智能
技術於智能化機台應用，讓中興大學擔任領頭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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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歷史沿革
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三年在本校專案設立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的遺傳工程中心，九十
年起改組為生物科技發展中心，為學校一級研究中心。
(二)單位優勢與特色
整合本校最具競爭實力之生物科技重點領域，生科中心已成為學校最重要的組織
平台之一，協助爭取及執行國家型計畫，透過各項核心設施進行專業服務。
(三)單位現況
目前生科中心已順利執行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教育
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教育部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及科技部跨國研究中心計畫「NCHU-UCD 國
際植物與食品生物科技中心」等大型研究及教學計畫，帶動學校發展日見成效。
(四)執行重點
善用計畫資源，提升學校整體研發能量，達成「優質生技產業研發服務」
、「頂尖
學術研究」
、
「提升國際地位」與「培育優秀人才」之目標，帶動學校整體之發展。

二、發展重點
(一)國際化：提升國際能見度
1.持續業務精進發展重點
(1)持續發展「國際聯合糧食作物基因體功能研究中心」
。
(2)發展「國際期刊總編輯辦公室」。
(3)延攬知名學者蒞校來訪及開設課程，提升學子國際視野，同時建立全球網絡。
2.未來創新規劃
(1)鼓勵發表農業相關專業期刊論文至國際學術頂尖期刊。
(2)擴大與世界農業名校之全方位實質合作，提供本校師生與名校互動之機會。
(二)研究：學術研究提升以達農生優勢特色領域世界領先
92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持續建構以體學為基礎之研究核心。
(2)持續協助推動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前
瞻植物生技研究中心」計畫之執行。
2.未來創新規劃
(1)持續協助爭取延續教育部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使特色研究領域更為精進。
(2)協助推展新創產業相關計畫。
(三)教學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協助執行各項人才培育計畫。
(1)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
(2)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3)配合教育部邁頂計畫辦理「創新教學試辦計畫」。
(4)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
2 未來創新規劃
(1)配合國家產業人才需求培育跨領域生技產創新創業人才。
(2)建立以生農醫學生技產業發展之特色教學環境。
(四)產學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定期發行「生物科技產學論壇」期刊。
(2)定期舉辦「生技產學論壇」。
2.未來創新規劃
(1)配合國家產業人才需求培育跨領域生技產創新創業人才。
(2)強化產學研發服務。
(3)設立食品相關安全檢驗實驗室。

三、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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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化：全面提升國際能見度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持續發展「國際聯合糧食作物基因體功能研究中心」
與中央研究院共同設立「國際水稻功能性基因體中心」，共同研究水稻基因功
能，並協同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合作，共同提升本校在國際性糧食安全中的重要
性。延攬玉山學者執行跨國糧食作物性狀優化相關研究。
(2)發展「國際期刊總編輯辦公室」
與美國農業部(USDA)合作，成立「國際生物催化暨生物技術學會」，並發行國
際級期刊，提昇本校國際能見度。
2.創新規劃方案
(1)延攬知名學者建立全球網路
延攬知名學者參與校務，接納國際人才匯聚群英，在執行委員會之上設立諮詢
委員會，以利運作。
(2)鼓勵發表農業相關專業期刊論文
建立農業科技相關期刊及本校投稿論文資料庫，以鼓勵發表。
(3)擴大與世界農業名校 UC Davis 之全方位實質合作
於 100 至 105 年成功執行科技部跨國頂尖中心計畫之良好基礎上，全面擴大與
世界頂尖農校 UC Davis 之研究、教學、人才培育等不同面向之全方位實質合作。
A.創新合作教學
a. 農生特別課程：邀請 UCD 專業教師蒞校為學生開設農生相關特別課程。
b. Larry Vanderhoef 紀念課程：開設以紀念 UC Davis 前校長 Larry Vanderhoef
為名之特別講座，於每年暑期邀請 UC Davis 之專家學者蒞校授課，增進本
校教學能量與國際接軌能力。
c. 合作學程(如 3+X 學位學程)：以校對校之合作模式，每年選送 5 至 10 名大
三升大四大學部學生至 UC Davis 修讀學分；若學生表現優異，通過 UC Davis
方面之考核後將有機會續留一年，取得該校之碩士學位。
B. 人才培訓
爭取相關經費，每年選送優秀人才至 UCD 進行培訓，以利培訓本校高階人才。
C.南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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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政策，結合中興大學和 UCD 在農業科技方面的優勢，協助開發中國
家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國之農業生產、食品和營養系統之發展，以及從傳統
的農業協助轉型到生物科技的技轉。
D. 雙邊研究合作
a. 植基於上期跨國頂尖「NCHU-UCD 國際植物與食品生物科技中心」架構，
擴大規劃納入 UC Davis 與本校優勢農生領域。
b. 擴大現有植物發育、植物保護、機能性食品等合作領域為更廣泛性農業生
技相關領域合作計畫。
c. 結合本校生科優勢與配合政府政策(如生技醫療與綠能科技)，以及生物資
訊與基因體領域，規劃 UC Davis 基因體中心與本校基資所共同合作計畫。
d. 結合 UC Davis 國際知名獸醫領域優勢，推升本校獸醫領域研究能量至國際
頂尖。
e. 針對各自優勢領域，例如生醫檢測等，規劃合適合作計畫。
(二)研究：學術研究提昇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持續建構以體學為基礎之研究核心
生科中心將持續建構以體學為基礎之研究核心，包含引進各式先進儀器及技
術，以保持本校在生物技術的領導地位。
(2)持續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第一部分-發展學校特色」計畫
邀請農生頂尖學校國際級優秀學者短期訪問，透過延攬外國知名農生領域學者
蒞校，透過講學、訪問、舉行研討會及商談研究合作事宜等實質層面，促成本
校雙方共組研究團隊，協助本校結合國際之發展與機會，提升本校國際化研究
團隊之能量。舉辦跨領域研究與技術的農生國際相關學術研討會，展現本校結
合農與醫特色及工程技術的研究成果，並加強本校師生對不同國家學者與學生
的交流與學術合作。透過選送優秀教師與研究生赴國外頂尖學校進行短期研
究，培育本校優秀教師及研究生，提升研究能量並與國際頂尖大學學術接軌。
(3)持續協助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前瞻植物生
技研究中心」計畫
本校於 107 年共獲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通過三個「特色領域研究中心」，其
中「前瞻植物生技研究中心計畫」由生科中心協助推動執行。本計畫整合校內
外 11 位傑出學者，組成堅強研究團隊，進行蘭花、水稻及植物防禦基因體三
大研究主軸，推動作物基因體及功能性基因分析研究與應用，開發植物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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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前瞻技術，在農生特色重要領域中，增進及鞏固本校植物生技之國際先導地
位。
(4)持續推動執行國內雙邊合作研究計畫
為加強本校基礎、臨床及相關醫學之研究，暨提升農業生物科技研發能量，本
校自 91 年起，陸續與台中榮民總醫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彰化基督教醫院、
國軍台中總醫院、中山醫學大學等簽訂合作協議，並藉由執行「榮興、興台、
興基、興國、興中」等雙邊合作研究計畫，引領雙方人員更密切之瞭解與合作，
進而共同發表學術成果及技術發表應用，提升中部整體研究水平。
2.創新規劃方案
(1)持續協助爭取及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第一部分-發展學校特色」計畫
生科中心將整合全校生科、農、獸醫、理、工、電資等學院研究特色，彙整執
行「高教深耕第一部分-發展學校特色」計畫之學術研究成果，展現本校跨領
域研究成果與能量，在持續與國際頂尖學府合作之下，積極爭取教育部高教深
耕計畫。規劃執行方式如下：
A.邀請國際頂尖學者蒞校進行演講與學術交流
邀請國際知名農生學者，短期蒞臨本校舉辦專題講座及發表演說，與相對應
之院或系所舉行雙邊座談會，與本校研究人員進行學術交流，並商討研究及
合作議題等實質合作項目。108 年已相繼邀請 5～6 位分別來自美國密西根州
立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日本 RIKEN 以及美國 Mayo Clinic Cancer Center 之農
生領域學者蒞校訪問演講，並將與相關學院系所進行座談。
B.舉辦農生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
藉由本校具有農、獸醫、生科、理、工等多元學院的優勢，舉辦跨領域研究
與技術之農生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藉此展現本校結合農生與醫工特色之生
物科技研究能量，並加強本校師生與不同國家學者暨學生的交流與學術合
作。108 年 7 月暨 12 月已分別規劃舉辦「2019 第 16 屆台灣質譜學會年會暨
學 術 研 討 會 （ 2019 16th Taiwan Society for Mass Spectrometry Annual
Conference）
、2019 化學-環境-生物醫學技術國際研討會（201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emical-Environmental-Biomedical Technology, isCEBT 2019）
」
。
C.培育優秀教師至 UC Davis 進行短期研究
UC Davis 以農業起家，是美國農業和獸醫領域排名第一的知名大學，學校發
展背景和中興大學非常相近，兩校皆以生物科技領域見長。UC Davis 與中興
大學於 2005 年簽訂姊妹校，且為中興大學重要的姊妹校，藉由派員至 UC Davis
短期研究之方式，可幫助本校培育優秀教師，提升研究能量，並與國際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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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術接軌。108 年將有兩位獸醫學院教師及其研究生至 UC Davis 獸醫學
院進行短期研究，並共同發表研究論文。
D.與國際標竿學校 UC Davis 進行雙邊合作交流
與 UCD 之雙邊合作研究，旨在發展具國際影響力及優勢「特色研究領域」
，
在研究面向之合作上，全面整合兩校具國際影響力及優勢之特色領域。藉由
國際標竿學校 UC Davis 的雙邊合作以及國際團隊之建立，以提升本校學術研
究能量。108 年將促成 8 個研究團隊進行雙邊學術交流座談會，朝向實質研
究合作前進。
E.舉辦 Larry Venderhoef 紀念講座
2007 年 11 月 27 日 UC Davis 校長 Larry Vanderhoef 與中興大學蕭介夫校長在
教育部次長呂木琳的見證下，代表兩校簽訂雙邊合作，結合兩校生物科技領
域頂尖研究人員，針對全球性健康問題、生物訊號傳遞、能源問題、亞熱帶
植物研究、人的健康等五大領域進行跨國研究。為紀念 Larry Vanderhoef 校長
推動兩校合作關係之貢獻， 於 108 年特別舉辦 Larry Vanderhoef 紀念講座系
列演講，邀請 8～9 位 UC Davis 傑出學者，研究領域橫跨醫學工程，奈米科技，
植物科技，農業生技，獸醫，醫學以及人文科學等學者蒞校訪問進行學術演
講，並與相關學院師生進行學術交流與座談會，建立兩校雙邊學術研究團隊。
F.研究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短期出國研究
選送本校研究生與博士後研究員至標竿學校進行短期研究，建立研究室與教
師間之研究合作，並由雙邊合作研究計畫每年選送碩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員
赴 UC Davis 進修，深化本校年輕學子之研發能力、國際競爭力及拓展國際視
野，同時強化兩校於學術合作之交流。108 年將陸續選送 3～6 位研究生與博
士後赴 UC Davis 短期進修。
(2)持續協助爭取及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生科中心將協助研究團隊整合全校核心技術與設施及資源平台，並協調校內農
生相關領域的教師與研究人員，協助爭取下年度教育部「高教深耕第二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
規劃執行方式：
A. 提供核心設施與技術，協助研究團隊完成功能性基因體研究。
B. 協助舉辦國內外相關研討會暨國際重要展覽，與國內外研究學者交流。
C. 協助研究團隊與國內業界產學合作與技術授權。
(3)強化研究核心實驗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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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成立「功能性基因體相關核心實驗室」，已陸續於防檢疫大樓及蛋白
質體中心建置相關實驗室，將持續擴充和升級相關核心設施設備，建立中部地
區基因體暨蛋白質結構生物學研究中心。
(三)教學：高階生技相關人才培育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協助及執行各項人才培育計畫
(1)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
(2)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107 年起第一期計畫成功協助
12 位訓儲菁英於重點產業或學研單位擔任要職，其中 10 位至重點產業擔任要
職；1 位自行創業；1 位至學研單位任職。108 年進行第二期培訓計畫，預計將
可協助至少 14 位訓儲菁英於重點產業順利就業或協助其創業。
(3)配合教育部邁頂計畫辦理「創新教學試辦計畫」：配合教育部邁頂計畫，開設
「計畫導引性生物科技實務訓練課程」、「活體分子影像教學平台」、「農業循環
經濟教學」及「南向農業生技創新教學」四大創新課程，整合本校跨領域及跨
院系資源，以整合型核心課程及創新策略培育新一代農業生物科技優秀人才。
(4)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107 年起共執行 A、B 兩類
共五案計畫（A 類：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食品科技產業創新教學推動中心、
智慧創新高值醫材、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B 類：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生醫
產業、新農業。）協助本校培育生技產業所需之相關高階人才，同時強化本校
與產業界之鏈結。
2.創新規劃方案
(1)配合國家產業人才需求培育跨領域生技產創新創業人才
以本校農業生技優勢為研究主軸，配合政府產業政策，發展農業生物科技；並
結合管理與農業生技，為國家培養跨領域之創新創業優秀人才。邀請有豐富產
學合作經驗之老師、創業投資公司及生技公司進駐實驗室，協助培訓具有高潛
力產業化之研發成果的學校教研人員，成立「生農醫學創新產業培訓實驗室」
。
(2)持續爭取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延續前幾期人才培育計畫執行優良成果，整合本校學產研之鏈結能量，並利用
中部食品產地優勢與醫療產業密集等地區特色，建構強而有力之產學合作網
路，共同培育菁英人才。
(四)產學：強化產學研發服務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定期發行「生物科技產學論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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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定期發行「生物科技產學論壇」期刊，使產業界瞭解本校研發技術平台
並將最新產業訊息及工作機會提供給校內師生。
(2)定期舉辦「生技產學論壇」及生物科技產學相關研討會
每年固定舉辦特定主題之生技產學論壇，與產業界建立長期技術合作與資訊互
惠之管道。108 年 5 月 30 至 31 日已舉辦「台灣新農業亮點研討會」
。
2.創新規劃方案
(1)配合國家產業人才需求培育跨領域生技產創新創業人才
以本校農業生技優勢為研究主軸，配合政府產業政策，發展農業生物科技；並
結合管理與農業生技，為國家培養跨領域之創新創業優秀人才。
(2)強化產學研發服務
除現有之核酸定序服務及蛋白質譜鑑定分析服務外，將搭配以體學為基礎之研
究核心，並開放對產業之專業研發服務，降低產業研發費用及技術平台投資門
檻。
(3)解決農業問題專案計畫
針對氣候變遷造成極端環境產生，土壤因長期工業汙染而劣化，新興病蟲害發
生頻繁等題目提出專案計畫，進行環境復育，協助解決農業問題。
(4)設立食品相關安全檢驗實驗室
協助校內設立食品安全相關檢驗實驗室，協助食品產業控管產品品質。
(5)增加本校研究之社會貢獻
結合國內外相關領域學校與研究單位之資源與人力，藉由發展雙邊合作計畫、
設立國際研究中心、整合重點核心平台、發展農業生技重點領域，全面提升農
業科學研究，創造人民社會和經濟福祉。

四、預期效益
(一)國際化：全面提升國際能見度
發表國際頂尖植物與食品生物科技領域之研究論文，提升本校於國際期刊發表之
能見度，成為世界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之領導中心，並帶動我國生物技術產業之全
球化。
(二)研究：學術研究提升達到農學世界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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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持續協助爭取與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研究中心計畫及後續相關研究計畫，以
保持本校農生優勢特色領域之領先地位，並充分發揮影響力促進國家發展「生物
經濟」
。
(三)教學：高階生技相關人才培訓，強化研發產業化力量
透過各項計畫或培訓能量之執行，將可擴增一般及高階生技相關人才培訓，促進
高階人才為產業所用、增加學術與產業之聯結，強化研發產業化之力量，最終成
立所培訓之人才及研發成果創新創業之新公司。
(四)產學：強化產學研發服務，縮短學用落差
生技產業之技術專業門檻非常高，技術、人材、儀器設備都仰賴大學提供。本中
心積極扮演「生技產業研發服務」以及「生技產業創業人才培育」之角色並帶動
本中心之「尖端研發成果產業化」
。未來將進一步著重於發展產學合作，輔導農業
生技相關產業，致力於減少研用落差，創造社會及產業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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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組織結構
奈米科技中心在學校支持下於 2003 年 5 月成立，於 2014 年 8 月 1 日起更名為「永
續 能 源 與 奈 米 科 技 研 究 中 心 」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Energy and
Nanotechnology)，2019 年為配合學校未來跨領域研究之方向及擴大推動整合性學
術研究平台之目的，再次更名為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跨域前瞻科技研究中心(i CAST)。本中心設主任一名，組長三名分別
負責教學組、研究發展組與服務推廣組，另有博士後研究員一名、研究助理二名
與行政助理二名，負責中心辦公室、核心實驗室及標章測試實驗室之工作。
(二)發展特色
1.整合奈米相關系所，並更進一步尋求合作研發能應用於產業的技術。
2.開設奈米相關學程，培養碩博士生投入奈米相關研究。
3.建立核心實驗室，添購及提升現有儀器的功能，並提供給校內外人士使用以利
研究的進行。
4.培育跨領域的研究團隊並結合不同專長的學者，以期激發更輝煌的成果。
(三)面臨的挑戰
本中心自 92 年度起執行國家型奈米服務計畫及 95 年度起執行國家型奈米標章計
畫，依靠計畫經費陸續建置核心實驗室與標章實驗室，服務各項奈米檢測與奈米
標章認證檢測。但計畫將於 106 年度 7 月結束，中心核心實驗室與標章測試實驗
室將面臨無經費維護儀器、購置新儀器、標章認證維持及技術人員留任等之問題。

二、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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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國際合作
1. 與日本知名研究機構合作
合作對象包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Science)(NIMS)、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理化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RIKEN)、日本最高產業研究機構，亦是尖端科
技 研究 單 位 之一 的 『 產業 技 術 總合 研 究 所(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ST)』及 Osaka University、Tokyo Medical and Dental University 等合
作，建立交流管道。
2. 與東南亞研究大學建立合作平台
合作對象包括(1)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及農業大學等其研究中心簽訂合作 MOU、(2)
斯里蘭可倫波大學及佩拉德尼亞大學建立長期研究合作平台、及招收學生至本
校就讀。
(二)教學推動
1.持續開設通識課程，普及科普教育
自 97 學年起，開設『奈米科技』
、107 學年起開設『永續能源開發』等通識課
程，透過各領域不同專長的教授介紹奈米與永續能源科技於各學門的發展現況
與產業應用，著重於新穎議題、觀念的介紹，幫助學生了解到跨領域科技整合
與群體合作之重要性。本課程教學方式重視生活化教材，讓非自然科學領域學
生能夠獲得能源與奈米科技基本概念與通用知識。
2.邀請國際人士至本校開設短期、全英文且具學分之課程
配合高教深耕計畫，聘任多名國際知名學者為本中心之客座教授，並於暑假開
設夏日大學、全英語且具學分之課程及學期中開設有機化學等課程，讓學生有
機會接受國際級學者授課，亦能有效提升本校的國際知名度及促進國際交流。
3.定期開設貴重儀器訓練課程
為培養訓練學生操作儀器的能力以幫助其研究，中心於每學期定期開設核心設
施訓練課程。內容包括 HR-TEM、AFM、3D-Raman 等重要設施。透過專家學者
上課講解、技術員儀器示範，學生見習與實際操作等各項課程，培養具實機操
作能力之學生，並增加研究技能與就業機會。
4.不定期舉辦能源奈米論壇、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學術交流
邀請國內外能源與奈米領域專家作專題演講。每年舉辦 20 次左右，參與師生來
自理，工，農資，生科等學院約 1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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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展
1.執行高教深耕特色研究中心計畫-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
本中心於 107 年通過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特殊研究中心-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
心計畫致力於前瞻研究，整合本校理、工、電資、農資等學院組成，並由楊秋
忠院士擔任計畫總主持人，以整合現代化的技術/設備應用於農業發展，以達循
環經濟、生態平衡、經濟發展及節能減碳的永續農業，亦同時整合校內五大校
級中心之人力設施等資源，結合校內外農學、環境/生態科學、工學、理學、人
文藝術等跨領域專業人才組成研究團隊，共同實現農業永續發展之理念，創造
農業永續發展之新未來。
2.建置能源與奈米科技相關實驗室發展及規劃
特色研究實驗室之儀設將包括核心設施，透過優惠使用費用誘導參與人員之實
質投入心力。特色研究擬規劃為綠色及材料科技，強調友善環境關念之研究為
主軸，如能源科技(含能源材料、節能材料)、綠材開發與檢驗技術等。
3.建置 Enable Center，推動跨領域團隊結盟
因應玉山學者杜武青教授回台捐贈其薪水至本校鼓勵跨領域研究創新，並以杜
武青教授理念為發展主軸，發展工程於農業及生物領域前瞻學術研究及產業應
用 ， 整 合 研 發 能 量 之 理 念 ， 與 本 中 心 下 設 立 『 ENABLE Center 』 (ENABLE: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and Biotech Leadership) ，每年將扶植校內已具執行規
模之計畫，該計畫須包含農生領域及理工領域，訂定考核辦法，於計畫結束後
能順利向校外機構爭取大型計劃執行，並期該跨領域計畫能成為校內一大亮點。
4.建立奈米材料抗菌與脫臭功能性測試與驗證實驗室
本實驗室主要發展策略為：1. 奈米材料之奈米性及功能性檢測；2. 奈米特性檢
測；3.環境風險評估三大部分。目前此實驗室之亮眼績效包括：1. 獲得 ISO17025
之 25 項奈米材料相關測試認證；2. 通過奈米標章技術委員會認可之奈米標章
實驗室，目前已獲得 21 項奈米標章產品檢測認證，領先國際；3. 依奈米標章
技術委員會、CNS、JIS 或 ISO 等組織所發行之測試驗證規範為基礎，持續建立
國際標準測試程序。本實驗室為目前國內最完整之奈米標章認證實驗室。
(四)服務推廣
1.推動奈米科技知識的普及
配合產官學研間之合作，藉著舉辦演講與研討會等教育推廣活動及開設產學研
發專班，推廣奈米科技與訓練培育專業人才，建立產學互動合作機制，以建構
完整、專業及跨領域之人才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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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奈米檢測技術服務
實驗室建置動態光散射原理分析奈米尺度粒徑標準作業規範功能性檢測實驗
室，另外提供空氣淨化、水質淨化、自我潔淨（脫臭）及抗菌防等功能性材料
檢測。
3.奈米標章認證服務
擴大奈米檢測服務項目，本中心具有相當完善之奈米檢測服務設施，且目前已
與多家廠商簽署服務契約。已獲得光觸媒脫臭塗料、光觸媒抗菌陶瓷面磚、光
觸媒抗菌燈管、奈米銀抗菌家飾用紡織品、奈米銀抗菌塑膠容器等奈米標章產
品 13 項檢測認證。
4.提供認證諮詢、技術輔導與技術支援
實驗室提供產業諮詢與輔導廠商，有關於奈米產品認證與生產技術方面則有 50
場次等認證諮詢與技術輔導，以促進我國在奈米科技產業之發展。
5.辦理產業鏈結相關研討會及論壇，促進產學界交流
曾數次邀請各界學者專家舉辦一系列性之奈米與能源科技產學論壇，提供產業
界最新研發資訊，提昇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之關聯性，進一步促成學術產業鏈
結、合作以及技術移轉。
6.產學策略聯盟
透過策略聯盟結合學者專家與業界經驗技術，將有效整合研究分析環境及提供
產業界多元完善的服務。

三、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一)推廣國際合作
1.定期互訪交流
定期辦理雙邊研討會、邀請訪問等、提升雙邊實質合作。
2.招收學生至本校就讀或建立研究生交換機制
建立互訪機制，並舉辦招生說明會，招收當地學生至本校就讀；簽訂交換學生
MOU，落實學生交換機制。
(二)教育方面
1.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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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持續開設之通識課程『奈米科技』及『永續能源開發』，推動科學教育普及。
(2)創新規劃方案
未來將更積極整合校內各院、系所(包含理、工、農、生科、管理與法商等學院)
之師資與資源，加強課程之關聯性及開發性，以培育具基礎科技知識及創意管
理開發概念之全方位學生，以期真正落實能源與奈米科技之人才培育。
2.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至本校短期授課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本中心以本身建置之貴重核心設施為基礎，作為支援校內各院、系所開設課程
之基石，配合規劃儀器參訪、基礎儀器理論教學等，未來將規劃進階儀器訓練
課程，作為正規課程內之實習實作，以培訓具實作經驗之人才。
(2)創新規劃方案
配合本校理、工、電機等學院，協助開設短期、全英文及具學分之課程，讓學
生能與國際知名學者交流，提升競爭力。
3.儀器訓練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持續藉由中心目前所建置之貴重核心儀器設施的支援，開辦一系列儀器訓練
程，本訓練課程除了訓練培育學生自主操作用以提升儀器使用率及收費，並期
能培育擁有專業科技與實作經驗之專才，提升學生參與研究之風氣，加強未來
就業之競爭力。
(2)創新規劃方案
透過科技部貴重儀器系統及本校校內貴儀系統，加強開課期數並接受校外學生
之儀器操作訓練，並規劃高階儀器訓練課程，提供產業研發人員年度訓練或例
行性之技能訓練等，透過本中心作為一訓練平台，培育兼具紮實科學理論基礎
與應用科技的專才。
(三)服務推廣
1.核心儀器設施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定期維護儀器保持儀器功能檢測穩定性，進而降低維修機率，可降低儀器維修
費支出並減少關閉儀器開放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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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新規劃方案
增加儀器檢測項目、樣品種類及提升分析準確度，進而提升儀器使用率及檢測
服務品質；汰舊換新及增置新儀器，擴展檢測項目及種類，能夠提升使用人數，
進而提高對外服務收入。
儀器包含(1)場發射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FE-TEM (JEM-2100F ELECTRON
MICROSCOPE) 含 EELS(輕元素分析系統)、(2)超高解析熱場發射掃瞄式電子
顯微鏡 FE-SEM (JEM-7800F Prime)含 SDD LN2 Free EDS(3)高解析度場發射電
子微探儀 FE-EPMA 核心儀器(4)3D 雷射共軛聚焦多功能拉曼光譜儀含 AFM 表
面增強技術,PL 光致激發螢光光譜測量和 Life time 分析
2.功能性實驗室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配合國家奈米標章認證建置 10k 級無塵實驗室、P2 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動態
光散射儀（DLS）
、UV-Vis 分光光度儀及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等設備。
(2)創新規劃方案
除了拓展本實驗室之服務能量外及檢測服務之品質，未來亦將持續接受廠商諮
詢與奈米標章認證輔導，將實驗室所研發技術進行交流，以促進我國在奈米科
技業之發展。
3.檢測技術服務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檢測平台將持續支援研究單位相關奈米檢測技術並提供其檢測服務，包括動態
光散射原理分析奈米尺度粒徑標準作業規範、抗菌、脫臭、自潔、抗污功能性
測試及接觸角測試標準作業規範。
(2)創新規劃方案
未來將建立食品品質與安全監測評估暨生物與化學領域良好實驗室作業規範
(GLP)平台，擴展至食品及藥物安全衛生及檢測，成立符合 ISO17025 實驗室規
範之食品與農藥檢驗與分析之檢測平台。
A.奈米標章：尺度粒徑標準、空氣淨化、水質淨化、自我潔淨（脫臭）抗菌防
等功能性材料檢測。
B.食品：微生物測試、農藥殘留、黴菌毒素類、食用油檢測及其他各等大項
C.藥物：中藥及食品中摻加西藥之檢驗。
D.奈米標章認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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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自償收入比例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A.長期實施之優惠措施將與以調整，另外在使用時數上將對預約時段調整為每
小時為一時段，精確控制預約時段以提升使用效率。
B.培養技術人員提高檢測品質及促使儀器的功能性增加，進而吸引有需求或有
興趣的單位。
(2)創新規劃方案
以折扣優惠價格提供外界廠商，鼓勵簽署常期合作服務契約。在服務的宣導上
將更為積極，讓工業界、研發單位等更了解中心之服務項目與優惠事宜。
(四)建立研究團隊
1.啟動更名計畫拓展領域
為配合學校跨領域研究能量整合及擴大推動學研合作，本中心將於 2019 後半年
再次更名為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跨域前
瞻科技研究中心(i CAST)，從原有之能源、奈米擴展至鏈結各前瞻科技之跨領域
整合平台。
2.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未來將繼續朝建立「光電能源」
、
「奈米封裝」
、
「綠色能源」
、
「能源材料」
、
「綠色
生醫」及「農業奈米」等學術研究平台邁進，各領域中由院長領軍指導，奈米中
心亦規劃對話窗口。
3.創新規劃方案
(1)建立四大學術平台優先推動順序，並建立特色研究實驗室，先由四大方向之核心
科技設施建立為主軸，再進而推動特色研究。
(2)拜訪相關或有興趣的業界研發部門，達成產學研究合作與人才培育，且研發項目
能夠提高民生經濟效益。

四、預期效益
(一)建立跨領域學術平台，整合研發能量以追求學術卓越
1.配合學校與中心之學術研究發展，聘有校內聘教授共計 37 名，定期召開研究團
隊會議，未來將擴大成員範圍，強化跨領域組織架構。在教學、研究、服務及
合作上，提出合作方案，已達資源共享、互助合作之目標，藉提高論文發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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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領域排名的方式提升見光率。此外更加強校外產官學等研究單位合作夥伴，
如工研院、醫療院所等單位組織合作，增強學研能量。
2.規畫數個跨領域平台，整合校內外資源，力邀各領域專家教授組成「綠能奈米
科技」
、「環境、綠色化學」及「綠色生醫奈米」及「農業奈米」之研究團隊，
透過各項計畫爭取與執行，未來研發效益可期。
(二)促進能源與奈米科技教育與宣導推廣
除追求學術卓越外，教育推廣及人才培育向來為中心推廣之重要目標，透過整合
跨校院系等師資及資源，開設國際學程、通識課程及實作訓練進階課能等，培育
具紮實科學理論基礎與應用科技之學生，有效培養具跨領域之專業人才。
(三)樹立中興大學檢驗認證平台之專業與權威
1.檢驗項目增加
透過學校既有之團隊，設備及空間規劃，培育出食品安全服務相關的專業技術
人才，及建立 TAF 認可及 GLP 實驗室，協助學術界研究，擴展至場業界合作計
畫及檢測服務。並增加食品及藥物安全服務平台檢測服務項目，檢測項目將新
增微生物測試農藥殘留食用油檢測、三聚氰酸及三聚氰胺、DEHP 塑化劑、中藥
及食品中摻加西藥等檢測項目。
2.組織員額擴增
收入預計每年提升 5~10%，依收入提升規劃人事規模，並建立奈米性、特性，
功能性、化學性之相關檢測規範，以及其他遠程經營規劃以實驗室現有之設備，
規劃建立奈米性、特性，功能性、化學性之相關檢測規範，以及建立國際、台
灣相關體系之認證規範，預計達成規劃之平衡，建立奈米研發新技術及依據台
灣產業科技發展狀況，開發其它新穎技術，以拓展實驗室發展方向、提昇實驗
室運作效益。
(四)產學鏈結帶動區域產業競爭力
1.透過「奈米論壇」與產業鏈結合作，拉近產業與學術研究間的距離，讓學術研
究成果能以最短時間內成為商品，此種合作將為雙贏機制，技術權利金將可對
中心運作有正面實質助益。
2.進駐應用科技大樓後，與研究處貴重儀器中心比鄰，因兩中心功能有部份相近，
將可透過整併部份業務在既有服務品質下減少人事支出。另外以硬體設施而
言，因規劃設有服務性之研究室，將提升服務與機器維護的效率，研究室之使
用將以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適當管理費用，除增加中心收入外，預期對產學合
作計畫之促成與執行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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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中心組織編制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國立中興大學正式組織編制內一級單位，置主任一
人，綜理中心業務，並依業務性質設研究發展組與教學服務組。此外，依據相關
法規，另設有諮議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與學術審查小組等，處理相關事宜。
(二)學者邀訪交流、進行跨領域研究合作現況
為順利推動本校人文社科發展跨領域研究，延攬國內外優秀學者加入本中心研究
團隊進行 3 個月至 1 年不等之訪問研究。2012 年 8 月迄今，駐中心研究員共計 12
位。校內校外學者各 2 位、5 位國外學者、2 位國外自費訪問學人、另聘任 9 位博
士後研究員，其中 5 位已在各公私立大學擔任教職。

二、發展重點
為推動科技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發展，中心主要發展方向為促進人文學、社會
科學、自然科學與環境人文、數位科技之間的跨領域整合，增進前瞻性與創新性議題
之研究交流，延攬國內外優秀學者專家加入中心研究團隊，與國內外產業與研究機構
建立合作關係，強化國際化產學聯結，共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為此，本中心近幾年的發展重點為推動「跨領域研究群」、深化「產官學合作與
在地連結」
、強化「跨國學術連結」
，轉注學術資源協助跨領域研究發展與多元產業鏈
結，縮短產學應用差距，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能量。
(一) 跨領域研究群
依特定主題籌組研究團隊，推動「環境人文」
、
「數位人文」
，以及「新南向」等核
心議題研究，其發展目標如下：
1. 「環境人文研究議題」以人文批判思維，致力生態環境研究與相關社會議題的
省思。
2. 「數位人文研究議題」運用大數據及數位科技工具，導入人文社會科學教學與
研究創新。
3. 「新南向研究議題」以宏觀視野整合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等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學門，多邊探討臺灣「新南向」政策前進東協與南亞國家時所面對的實際
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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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官學合作與在地連結
1. 延續邀請著名作家與藝術家駐校指導，促進校內文藝氣氛與創作風潮之方針。
另一方面，則藉由補助各院文化創意產業相關課程，提昇教師的教學能量及學
生的學習效果。
2. 為縮短產學差距，將學術資源及研究成果，轉化為各類文化與創意產業發展之
厚實基礎，中心將擔任產官學合作之平台，連結在地產業與文化團體，發展跨
領域創意發展團隊，共同參與產官學合作規劃與專案執行。並舉辦多元創新技
術應用工作坊，運用嶄新數位科技，將豐富的文化資源，轉化為具創新應用價
值的教學成果。
(三)跨國學術連結
1. 持續邀請國內外傑出學者長期進駐，進行訪問與研究，以達到校際合作與資源
共享之效。學者來校期間，積極進行雙向跨學科卓越教學合作與增強學術之社
會產值及影響力，並與中心研究團隊進行跨領域教學合作、學術叢書出版、國
際專書出版或未來研究合作事宜，建立國際學術資源共享網絡，共同提升本校
師生國際競爭力。
2. 匯集文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等三院資源，積極推動跨校、跨國、跨領域
的國際學術交流，藉以增廣國際視野與國際合作之可能。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本中心成立之時即獲教育部及國科會評選為國內重點發展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之一，亦獲教育部評選為「教育部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中臺灣區域推
動中心，持續針對人社領域(文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三大學院)下的重大議題，
進行跨領域研究和教學活動。
本中心近幾年的發展重點為推動跨領域研究群，深化產官學合作與在地連結，強
化跨國學術連結。為此，我們擬訂推動「主題聯盟」(組織主題研究團隊)、發展「跨
界團隊」(跨領域創意發展團隊)、增強「國際連結」(建立持續性國際合作)為中心主要
發展策略。
中心主要執行定位為跨領域資源、研究、教學、推廣整合的平台與前瞻性研究發
展之基地，依上述發展重點與策略，推動跨領域研究群、產官學合作與在地連結、強
化跨國學術連結的執行運作(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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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發展重點方向與策略
(一)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跨領域研究群」推動
(1)籌組環境人文研究群
A. 2017 年邀請外文系貝格泰教授共同成立環境人文研究社群，籌組「城市生
態」讀書會，辦理「『看見』空污：環境危機與文化行動」系列演講。2018
年辦理「能源、生態與城市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人類世氣候」國際研
討工作坊，並邀請 Rob Wilson 教授（UC Santa Cruz）訪台，以「世界化
亞洲、全球遷移、跨太平洋詩學」為題進行系列演講。
B. 2018 年邀請外文系、台文所及園藝系教授共同籌組研究團隊，提出「農業
環境與人文」計畫加入本校「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特色中心」（IDCSA），
辦理「行動守護！環境正義之文化、藝術想像與在地實踐」系列演講，反思、
批判並開展農業人文的想像與實踐。
(2)籌組「數位人文研究群」
A. 連結國際前沿研究，致力相關研究並多元發展數位人文領域成果，以數位技
術作為人文領域與社會科學之橋樑。其研究主軸包括「後人類與新媒體文
化」、「城市記憶與數位策展」與「文創產業經營發展」
，並於 2017 年辦理
「虛實策展互動體驗」工作坊。
B. 2018 年起，籌組「數位人文研究與公眾價值加值應用」學術 研究群，邀請
本校中文系、外文系、資管系、圖資所、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等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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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參加，辦理「我與數位 AI 詩人小冰：人寫的跟 AI 寫的詩有差嗎？」
、
「虛實混合的數位人文小旅行」
、
「文物數位顯微鏡」
、
「橋接、抑或屏障？
由數位人文的黑暗面談起(兼談數位音樂創作案例)」等 4 場研討會，以及
「數位人文研究類型舉例」
、
「數位人文與脈絡分析」及「數據背後的觀念
世界」等專題演講。
C.與開放文化基金會、臺灣古厝再生協會、雙象文創有限公司等文化團體與業
界公司合作，共同探討數位人文領域之知識成果與數位技術的各項能力，
促進數位人文學科的跨域合作，尋找新的數位人文研究動向與合作機會。
(3)籌組新南向研究群：
鏈結臺灣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歷史文化，交叉比較跨國之經濟、
政治、歷史文化三個面向的重要議題。除舉辦相應之系列講座、讀書會、工作
坊以及國際研討會，更邀集國內外學者，組成「東南亞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團
隊」
，結合人文與社科跨領域及跨校師資，包含台文所、中文系、歷史系、東
南亞學系、應用經濟系、國政所、東亞所等。
2.「產官學合作與在地連結」深化
(1)厚實文化資源，邀請國內外知名作家及藝術家駐校
中心持續敦聘具實務創作豐富經驗之臺灣經典作家與傑出藝術家駐校指導，先
後計有邱若龍(2013)、駱以軍(2015) 、伊格言(2016)、陳雪(2017)、吳洛纓(2018)
等。2019 年則邀請著名詩人許悔之與德國作家施益堅(Stephan Thome)，透過
實際創作經驗分享與傳授，師生彼此激盪分享，提升學生文學創作能力與成
效，活絡校園文藝氣息。
(2)形塑跨院及跨領域研究和教學社群
A. 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之精神，以特定議題（如環境人文、數位人
文、新南向、產學合作、在地實踐等）為導向，以校內單位為基本，徵集
跨院、跨領域，或跨國整合型研究計畫，打破以院為單位的計畫補助慣例，
為校內跨領域團隊奠定長期合作的基礎，開發具前瞻性的跨領域教學及研
究議題。
B.發展跨領域研究與創新教學社群，成為產官學合作與在地連結的有力支持，
將創新研究所得概念與成果落實運用於業界，並透過師生共同參與，以「做
中學」的方式，培養務實致用人才，縮減學用落差、厚植產業競爭力。
3.「跨國學術連結」強化
(1)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計畫
112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A. 邀請國外研究質、量俱佳的學者來訪，以演講、工作坊或研討會等形式與中
心研究群成員進行學術交流。除了提高成員的個別學術產出外，也提升中
心研究成果的國際能見度，並強化本校與國際學術社群的連結與合作，目
前有實質合作的單位遍及亞洲各區域、北美與歐洲各國。
B.環境人文研究群近年來積極引入新興研究議題以接軌國際。2018 年 3 月與全
球氣候變遷知名學者 Eva Horn 及其所屬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
、德國研究基金會（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共同主辦「人
類世氣候」工作坊，邀請國內外學者共同發表論文。同月，團隊也邀請環
太平洋研究重量級學者 Rob Wils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來
校短訪並舉辦系列演講。同年 11 月，舉辦「能源、生態與城市文化」國際
研討會，並邀請到國際知名的生態批評學者 Ursula K. Hei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擔任專題演講人。
C.新南向研究群結合文學與法政學院等跨系所資源，於 2018 年 11 至 12 月期
間陸續舉辦「新南向暨公共治理」國際研討會、
「亞洲區域秩序之良善治理」
座談會，及「新南向人才培育」論壇等國際學術活動，邀請來自泰國、印
度、孟加拉、尼泊爾、馬來西亞與越南等知名大學學者來訪交流。
D. 與研究臺灣及亞太地區政經局勢見長的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台灣研究中心持續交流並進行國際專書出版計畫。
E. 自 2012 年起開始執行的臺韓雙邊合作計畫，與韓國外國語大學臺灣研究中
心共同推動臺灣文學與電影研究，並擬持續合作出版專書。
F. 2017 年起，中心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展開密集合作，以當代臺灣電影為主題推動雙方教師互訪，並合作
出版國際專書。
(2)國際專書出版計畫持續進行
國際專書出版計畫持續展開，目前已出版者如下：
A. Migration to and from Taiwan: Policy, Politics and Identity (Routledge Press,
2013)
B.New Chinese-Language Documentaries: Ethics, Subject and Place (Routledge
Press, 2014)
C.대만문학: 식민의 기행부터 문화의 지평까지(韓國外國語大學知識出版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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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raming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Brill Rodopi, 2018)
E. The Anthropocene: Key Issues for the Humanities (Routledge, 2019)
(3)興大學術叢書持續出版
A. 藉由興大學術叢書出版，累積學術實力，秉持嚴謹的學術審查程序，出版具
有學術性深度與廣度的研究著作，現已出版者計有：
a. 《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
（2013）
b. 《新空間、新主體：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視野》
（2015）
c. 《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江凌青得獎文集》（2016）
d. 《全球生態論述與另類想像》（2016）
e. 《後人文轉向》（2018）
f. 《臺灣文學研究在韓國：歷史情感與東亞連帶》（2018）
g. 《流動與對焦：東亞圖像與影像論》（2019）
B.即將出版專書
a. 《你也可以數位人文：創新教學 x 多媒體應用 x 數位策展》
b. 《醬．文化：記憶、技藝與身體》
(二) 創新規劃方案
1.「跨領域研究群」推動
(1)籌組跨領域教師社群，開設教學創新課程
A. 以「環境與能源議題的跨學科知識與思辯」為主題，推動跨學科教學。結合
台文所、外文系、電工系、圖資所、化學系、園藝系、森林系、法律系等
師資，組成跨域教師社群，進行教學合作與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並開設環
境與能源議題的跨學科課程，培養學生跨學科讀寫與思辯的能力。
B.與文學院合作，參與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提出「人文翻新：T 型教育創新計
畫」
，籌設「人文翻新」課程學群，開設「英文繪本概論」
、
「翻譯習作」
、
「小
說電影劇本改編實作」與「數位時代下的文化旅遊」等四門課程，將人文、
遊戲與數位策展融入教學，並重新規劃綜 906 室，作為數位策展教學實作
與展示之空間。
C.培育新南向相關師資的跨領域合作，研發創新課群，並開設三門東南亞、南
亞相關課程：
《探索我們的亞洲鄰居：政治、經濟、社會》
、
《印度不思議》、
《多元文化下的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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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定期辦理東南亞/南亞讀書會，培訓課程 TA，協助學生發表、出版、刊載東
南亞、南亞相關文章或者影像等等相關成果，並錄製磨課師課程，提升本
校教學能量。
(2)籌組跨領域團隊，申請「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資料庫計畫補助專案」
2020 年，邀集新南向、臺中文史，以及數位加值應用之專家學者，以臺中東
協廣場為場域，針對台籍住民、外籍移工與新住民對東協廣場之集體記憶，進
行調研、徵集、詮釋與數位化工作，並申請「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資料庫計畫
補助專案」。
2. 「產官學合作與在地連結」深化
(1)與產業界建立合作聯盟，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SR）之實踐
2018 年起，執行本校 USR 種子計畫：
「黑手變 Maker：臺中東區「黑手仔堀文
化圈」困境翻轉與產業鍊整建」，以臺中市東區「自由路五金電料商圈」為核
心，兼及東區「黑手仔堀」金屬元件加工業區為實踐場域。針對「世代接替困
境」
、
「產業服務提升」與「社區意象缺乏」等三大迫切問題，以中興大學人社
中心為核心，結合中文系、材料系、企管系、資管系、園藝系、中教大文創系
及中科大商設計等多位教授，組成跨領域、跨校專業團隊，協助臺中市東區五
金電料產業進行產業鍊整合，以及推動「黑手仔堀文化圈」的田調訪查紀錄。
(2)運用嶄新數位技術，多元舉辦創新技術應用工作坊
A. 多元舉辦結合「人文互動」與「創客藝術」概念的主題工作坊，從科普的應
用角度，教導學生將人文領域所蘊藏的豐厚文化意涵，運用嶄新數位技術
與創意實作，鎔鑄成具創新價值應用的教學成果，進而與時代演進潮流接
軌，從學術殿堂走上數位實務學習應用，提升學生創意思維之開發。
B.2019 年，參與臺中市教育局「108 年臺中市學習型城市計畫」，與臺中科技
大學商設系、墩點文史工作室，合辦「臺中舊城數位現地導覽」工作坊 6
場，課程包涵臺中文史介紹、文化資產導覽培訓，並運用中心建置之「臺
灣人文城市 APP」
，進行數位導覽圖文建置教學，以數位新科技提升臺中文
化觀光導覽體驗與內涵。
(3)將文化資源轉化為創新教學與推廣
A. 中心嘗試將文化資源轉化為創新教學。2016 年起，持續推動「李昂實體與
虛擬特藏館」計畫。2019 年在圖書館五樓設置「李昂文藏館」
，展示李昂手
稿、照片、國際通信、私人收藏等實體展品，館內除建置 AR 導覽系統，由
李昂現身說法介紹解說展品意涵外，更以 VR 系統重構小說《迷園》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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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菡園」景觀，讓參觀者透過 VR 虛擬實境置身小說中的意境，將小說
文字化為視覺體驗，藉以瞭解李昂文字的藝術與魅力。
3.「跨國學術連結」強化
(1)籌辦亞洲首次環境人文夏日大學
A. 籌辦 2020 年環境人文夏日大學（summer school for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目前亞洲尚未有以環境人文為主題舉辦的類似夏日研習營。
活動將邀請 Ursula Heise（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Libby Robin（澳洲
國家大學，Austr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olly Jorgensen（挪威斯塔萬格大
學，University of Stravanger, Norway）與 Keijiro Suga（日本明治大學 Meiji
University, Japan）等知名國際環境、生態學者擔任專題演講人，預期錄取來
自亞洲各地約五十名的新進學者與博碩士研究生參與。
(2) 規劃環境人文國際級大師對談
A. 延續 2019 年舉辦之「多物種遭逢」
（multispecies encounters）論壇主題，邀
請 Richard Kerridge（Bath Spa University, England）與著名作家吳明益（國立
東華大學）兩位國際知名環境生態作家，以「自然書寫即為一種多物種遭
逢」之命題展開對談，並現場閱讀新作。本活動擬於 2020 年 3 月舉辦。

四、預期效益
中心近幾年持續耕耘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環境人文、數位科技、新南
向等相關領域研究，推動跨領域研究群，延攬國內外優秀學者專家加入中心研究團
隊，共同建立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標竿形象，成為前瞻性研究發展之基地。因
應科技化與多媒體時代，蓄積多元研究資源與研發能量，發展跨領域創意發展團隊，
並以數位技術作為人文領域與社會科學之橋樑，成為中臺灣數位人文推廣發展重心。
同時積極推動跨校、跨國、跨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建立國際團隊合作模式，強化跨
國學術連結成效，增廣國際視野與國際合作機會。
預期未來在執行跨領域研究整合、產官學合作與在地連結、強化跨國學術連結之
策略運作下，將帶來各方面之效益，分述如下：
(一)跨領域研究群推動與執行效益
1.跨領域研究整合
A. 藉由「環境人文」
、
「農業環境與人文」
、
「數位人文研究與公眾價值加值應用」
與「東南亞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團隊」等研究群之成立，匯集人文、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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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等不同領域之專才，拓展人文研究與環境研究之範疇及內涵，並開發數
位科技的應用層面與產業連結。
B. 中心還嘗試建構跨校的新南向紀錄片研究群，邀請中正大學、台北教育大
學、靜宜大學、朝陽科技大學的教師與中興校內老師共組紀錄片研究教師社
群，透過教學創新課程，結合多元主題與實作參與，培養學生跨學科讀寫與
思辯的能力，提升本校教學能量。
2.跨單位資源整合
中心持續結合在地文史、藝術團體，共同推動臺中在地藝文發展、文化觀光產
值及數位產業創新，相關跨單位資源整合如下：
A. 中心作為跨領域之平台，與臺中市政府共同規劃「臺灣數位文化中心」之運
作。
B.參與臺中教育局「108 年學習型城市計畫」
，整合學術機構與政府部門之研究
成果與行政能量。
C. 與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規劃「原住民文學與環境人文」工作
坊、「多物種遭逢」論壇，開創人文研究新議題。
D. 與中華 民國英 美文 學學會 合作規 劃「 新世紀 維多利 亞文 學」系 列演講
（2018）
、
「英美文學與社會實踐」系列演講（2019）
，以及多場學術座談會，
共同提升國內人文學科研究能量與交流機會。
(二) 產官學合作與在地連結之發展與執行效益
1.研究成果之推廣
中心積極進行跨領域合作，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本校計資中心、地方文史
團體墩點文史工作室、中區再生基地、寫作中區等合作，著手以多元嶄新的數
位技術，為中部地區文史資源與人文特色進行加值運用，成果計有：
A. 建置「臺中人文城市」文化觀光導覽 APP，提升臺中文化觀光內涵與體驗。
B.在精武圖書館大廳設置「歲月流金：臺中公園時光漫步」數位輪播系統，介
紹臺中公園歷史發展脈絡。
C.協助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出版《臺中歷史地圖散步》一書，推動中部在地人
文研究與在地知識普及。
2.產學互動之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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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強化學術機構與中部在地企業之間的互動與合作，以「做中學」的方式培
育務實致用人才，中心補助管理學院，與玉珍齋、微熱山丘等 18 家中部著
名商家進行教學合作與實習。
B. 實際參與地方創生，與中文系陳建源教授合作執行「醬文化計畫」，邀訪多
家中部製醬老店，記錄醬製程與在地醬生活相關文化。
C.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以臺中市「自由路五金電料商圈」為核心，兼及東區金
屬元件加工業為實踐場域，組成跨領域、跨校的 USR 計畫團隊，協助整合
地方產業鍊、進行商家田調訪查，共推東區五金電料文化保存、產業升級與
社區總體營造。
(三)跨國學術連結強化與執行效益
1.國際學術網絡之建立
為建立持續性國際合作，中心將延聘國內外學者進駐，除了舉辦國際學者講座
或學術研討會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外，也將合作申請研究計畫案，藉以建立國際
團隊合作之模式。如與英國 SOAS、美國 UCSD、韓國外國語大學，持續進行國
際學術合作、共同出版專書、合辦國際研討會及夏日大學。2019 年起，將與美
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進行合作計畫，持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2.國際學術專書之出版
將跨國學術合作之研究成果，出版為國際專書，不僅能提昇台灣研究之國際能
見度，還能形成良性循環，吸引更多國際優秀研究團隊，與本校進行國際學術
交流。目前，正與 Peter Lang 國際出版社洽談合作，擬以「食物地景」
（foodscape）
為主題，出版國際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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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一、單位現況
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環境監測、環境復育、地震
減災與水土災害等研究為基礎，致力於研究、教學及產學合作等工作。產學上，以發
展中臺灣氣象情資與災害風險分析為主軸，結合 GIS 技術支援環保署、水利署與公路
局等單位，進行減碳規劃與災害防救工作。亦結合生物與環境因子之生態系模式研
發，奠定生態保育基礎，及建立水患災害預警系統、坡地防治及公路災害救援機制。
教學上，以跨科際人才培育為教學發展主軸，培養學生整合科學能力，接續轉型培育
師資規劃教學課程技巧，提升教師教學能力。研究上，逐步從環境資料之監測、調查、
收集及加值處理後，更將其分享給予本校師生進行相關研究。
目前本中心 104 至 108 學年度已順利執行之各政府部門計畫如下：
(一)研究計畫
1.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永續農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之生態農業研究計畫，
包含「農業廢棄物生物處理再利用」、「農業溫室氣體減量」、「農業地景生態監測
及復育」與「農業精準栽培管理技術開發」
。
2. 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之農業綠環境研究計畫，包
含「海岸濕地碳匯生態功能的保育與管理」、「森林集水區綠環境狀態評估與低碳
工法復育研究」。
(二)產學服務合作計畫
1. 科技部人工智慧(AI)專案計畫「結合 UAV 監測之智慧農業栽培支援系統」。
2. 科技部「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研究計畫-彰化縣」。
3. 科技部中科管理局「高機動無人飛機與農作調查創新整合技術開發計畫」。
4. 農委會「高機動牡蠣養殖與西瓜種植區 UAV 航拍及災損調查技術開發計畫」。
5. 農委會南投林管處「南投處轄內重點集水區治理成效評估工作計畫」
。
6. 水保局創新研究計畫「歷史 UAV 影像之三維坡地資訊產製」及「應用 30 年遙測
資料調整上游集水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7. 水保局臺中分局「106 年大梨山地區地滑地監測管理及系統維護資料分析」
。
8. 水保局「106 年大規模崩塌區治理調查規劃方法研究」及「107 年大規模崩塌區治
理性評估與對策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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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旭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彰化縣智慧農業病蟲害大數據預警平臺服務計畫」。
10. 敬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巨大傢飾集團傢俱創意競賽產學合作專案」(與本
校管理學院磐石產業研究中心合作)。
(三)卓越教育推廣計畫
1. 教育部永續發展、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學分學程計畫「永續環境學分學程」。
2. 教育部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跨科際師資培育」。
3. 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興創跨域學習生態系統」(主辦：本校教務處)。
基於過往發展成果，中心未來發展願景，包含：
(一)自發研究，跨院系中心合作。
(二)培育穩定教研人才，提升跨科際教學能量。
(三)成立跨領域重點實驗室及資料接收中心。
(四)中程防災資料庫建置，成立中臺灣環境防災資料應用加值與服務平台。
(五)與產業界技術交流提供諮詢，協助辦理國際交流研討會與講習會。
(六)常態性國際合作，發展成特色環保防災中心。
(七)配合國家政策，發展新穎環保防災技術，創新創業培育。
(八)高品質技術授權與期刊論文產出，發行 SCI 期刊專輯。

二、發展重點
未來本中心之發展重點如下圖 1 所示，以防災科技與環境保育為主軸，進行四大研究
重點，除持續精進過往研究外，並進行創新之研究，以因應時空變化。
(一)水土災害
水土災害則分別朝坡地災害防治與航遙測分析等面向進行。
(二)地震減災
地震減災水土災害則重於地震防減災與耐震材料之開發等。
(三)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重點在於完善空污模擬及通量塔整合觀測系統，並搭配濕地多樣性監測
開創嶄新的環境監測觀點，並以農業環境為標地區域，進行精準農業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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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復育
環境復育則首重農業用土壤環境之培育，透過生態復育與土壤污染之復育研究，
提升中興大學之研究特色。

圖1

環保防災中心之發展重點圖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針對中心發展重點中各面向之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如下所述，以執行「持續性業務精
進方案」及「創新規劃方案」兩方向，並可搭配「教學人才培育」
、
「產學合作」及「國
際化」之工作執行，達到培育穩定教研人才與提升科際教學能量之中心願景，同時促
使中心與國際接軌，提升中興大學國際能見度。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水土災害
中心將持續精進下列既有之坡地災害防治與航遙測分析等業務，以達事半功倍
之發展效益。
(1)坡地災害防治
A.持續蒐集坡地災害現地調查及整治資料，逐步建立現地觀測技術，建構精密
之水土災害即時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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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完成崩塌地災害辨識方法，並結合大地力學模式、坡地水文模式、土石流運
動模式與崩塌體運動模式等進行坡地災害分析。
C.持續進行國際交流引進及研發坡地災害整治新工法，並由產學合作，將研究
成果技術轉移至政府與私人等機構。
(2)航遙測分析
A.持續利用多時期 SPOT 衛星影像、機載高光譜儀及現地觀測站，建構精密水
土災害即時監測系統與發展崩塌地災害辨識。
B.持續蒐集試區氣象、水文、地質、土地利用及水土保持處理資料，配合機載
高光譜儀之細緻化環境資料，推估環境變遷。
2.地震減災
中心將持續精進下列既有之地震防減災與耐震材料開發業務，以達事半功倍之
發展效益。
(1)地震防減災
A.推廣已研發儲能與減振兼備之調諧質量阻尼器(Tuned Mass Damper, TMD)，利
用調頻共振原理，轉移建物主體結構所承受之振動能量，降低主結構動態反
應。
B.持續推廣調諧質量阻尼器之應用；以港區液化監測系統水壓計與地震儀為依
據，完成碼頭耐震能力評估技術之開發。
C.持續發展建物結構損壞診斷指標及建物損壞標準診斷流程。
(2)耐震材料開發
A.持續評估回收之底灰，飛灰及淤泥等各類再利用物製造耐震輕質骨材之可行
性。
B.完成輕質骨材之非破壞檢測技術進行探討，與火災後結構安全評估及修補檢
測技術研發。
3.環境監測
中心將持續精進下列既有之空污模擬及通量塔整合觀測系統、發展精準農業與
濕地多樣性監測等業務，以達事半功倍之發展效益。
(1)空污模擬及通量塔整合觀測系統之應用
A.以既有 2 座無限感測通量塔，持續大氣、地表及生態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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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持續建構即時監測資料並與國際資料整合，成為世界通量塔網之一環。
C.持續進行監測資料之挖掘與處理工作，以利災害動態訊息的提供、分析與應
變與救援機制之啟動。
D.未來擬將監測資料共享，促使不同領域研究之共同合作。
(2)發展精準農業
A.持續應用遙測技術調查水稻營養狀態、產量和土壤特性之空間分佈，探討精
準施肥對生態與水稻產量影響，以規劃適合之精準肥培管理措施。
B.持續增設水田生態區通量觀測站，驗證可推估水稻產量與氮營養狀態之遙測
模式。
C.持續應用衛星影像判釋茶園分布位置監測模式，由遙測影像深入分析茶樹生
長狀況。
(3)濕地多樣性監測
A.持續沿海重要濕地之生物多樣性、初級生產量、溫室氣體排放量、氮素循環
與碳收支等數據建置。
B.完成評估濕地生態價值與濕地風險管理之具體規範建立。
4.環境復育
中心將持續精進下列既有之生態復育與土壤污染復育等業務，以達事半功倍之
發展效益。
(1)生態復育
A.持續開發創新高效催化土壤腐植化之關鍵技術，創造國際性「土壤革命(Soil
revolution)」之突破。
B.精進土壤微生物及廚餘酵素之量產技術與推廣。
C.完成複合微生物降低作物重金屬吸收及增進肥料有效性之改良資材。
(2)土壤污染復育
A.將調查之農地重金屬污染資料，繪製成三度空間濃度分佈圖。
B.完成檢測鹼與酸性土壤稻株重金屬含量之遙測模式。
C.將調查資料庫配合膠體於流體中之沉降行為，推導重金屬經灌溉渠流入農地
之傳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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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學與人才培育
基於善用上述中心研究能量，未來擬開設以下課程，進行人才培育。
(1)環境教育與防災人員培訓
(2)複合型自然災害講習會與交流平台
(3)UAV 航拍訓練班
(4)3D 構圖與列印訓練班
(5)開辦 GIS 教學等社區教育班
(6)持續推廣「永續環境學分學程、防災科技學分學程」
(7)舉辦「AI Summer Camp 國高中教師暑期研習」
(8)舉辦「土壤功能與健康檢查」國、高中種子教師研習營
(二)創新規劃方案
1.水土災害
基於既有研究基礎與發展重點，中心擬進行下列坡地災害防治與航遙測分析之
創新研究與產學合作。
(1)坡地災害防治
A.複合型災害現場試驗與監測、大型邊坡物理模型試驗。
B.大規模崩塌潛勢評估、大規模崩塌活動性監測技術開發、大規模崩塌影響範
圍分析與調查。
C.防災預警基準分析與訂定、防災資訊系統之建立與應用、災害脆弱度、損失
與風險評估。
D.辨識集水區土砂災害危害因子、評估集水區土砂災害風險、研擬集水區土砂
災害風險因應策略。
E.協助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編修新版水土保持手冊，該手冊同時傳承累積臺灣數
十年來從事水土保持工作之經驗，除了提供中文、英文、日文、泰文、越文
等 5 種語言版本外，還有提供線上即時閱讀及關鍵字查詢等功能之電子書。
(2)航遙測分析
A.建置長期遙測衛星影像植生分析之雲端平台資料庫。以臺灣中部地區為出發
點，進行環境資料蒐集及分析其與全球氣候現象之遠距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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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結合現地試驗與遙測資料，透徹瞭解崩塌災害。
C.建立地震受災建築之快速評估技術，並結合 3D 列印，快速建置建災損模型，
以利震災救援等應變。
D.協助縣市政府農業調查災損勘查效率提升，運用本中心農業空拍技術勘查農
作災損情況，提高地方行政機關效率，農民可儘速復耕。
E.於應科大樓建置「遙測與 3D 影像教學研討室」，電視牆搭配 SAGE 2 系統，
作為超高解析度的共享協作平台，可同步教學或研究成果分享。另搭配 VR
虛擬裝置及智慧型 3D 液晶電視，可供 3D 內容開發時檢視內容效果與完整
性，並同步展示 VR 眼鏡所看到的 3D 場景。
2.地震減災
基於既有研究基礎與發展重點，中心擬進行地震防減災與耐震材料開發之創新
研究與產學合作。
(1)地震防減災
A.進行地震引致土壤液化造成破壞之文獻蒐集及案例調查，以進行動態分析及
量化地震對管線及樁基礎之影響，並進行現場模型樁基礎之耐震試驗。
B.開發建築結構健康監測暨損害診斷自動化分析程式。
C.半主動調諧質量阻尼器之開發與其效能分析。
D.應用瞬時相位差於調諧質量阻尼器減振效能提升，以結構智能監測診斷與減
振系統。
E.於應科大樓建置「複合型災害縮尺教學試驗室」作為實作課程(結構學)操作
實驗室，未來將有沖蝕原理、流體力學實驗等相關實作課程使用。
(2)耐震材料開發：
A.持續評估電廠底底灰與焚化爐集塵灰燒製輕質骨材之可行性與研發高爐飛
灰、水庫淤泥利用於輕質、耐震骨材。
B.持續分析結構非破壞檢測技術之適用性，同時發展火災後結構之安全評估，
及修補檢測技術研發。
3.環境監測
基於既有研究基礎與發展重點，中心擬進行下列空污模擬及通量塔整合觀測系
統、發展精準農業與濕地多樣性監測之創新研究與產學合作。
(1)空污模擬及通量塔整合觀測系統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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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執行土壤含水率觀測之建置與地表過程參數化方法之改善，以完善環境通量
監測之效果。
B.針對通量監測資料進行加值研究，於歷史及極端氣候變遷情境下，透過大
氣、海洋、河川及空氣污染之資料蒐集，並搭配所建設之通量資料，以建立
臺灣及東亞地區數位資料庫，進而針對農業、空污社會成本進行評估。
C.建立國家溫室氣體農業部門排放清冊，提供巴黎氣候協議「國家自定預期貢
獻(NDC)」基礎資料。
(2)發展精準農業
A.進行高經作物產學推行，如以中興大學睿茶為平台，茶道文化主軸，整合行
校與農產專才之教師，進行學以致用之茶道產學推廣。
B.協助農業部門以智慧栽培方式管理決策，如以無人機進行大面積產量調查，
判釋最佳採收期，使農民透過科學分析判斷最佳採收期，對產業有快速品質
檢測之模式。
C.開發智慧病蟲害預警系統，使用人工智慧技術辨識系統防治蟲害、影像處理
與 AI 模型的應用，建立荔枝椿象智慧通報平台，UAV 與行動裝置影像結合
AI 辨識技術。
D.開發茶園精準栽培管理技術，已初步建立診斷土壤、植物營養和病蟲害的規
則庫，建立可供未來專家診斷系統使用的規則。
E.協助農委會編撰農業氣象觀測及應用手冊，作為開展農業氣象測報業務的重
要工具。
(3)濕地多樣性監測
A.研擬濕地生態系「支持」服務與「供給」
、
「調節」及「文化」服務的動態互
動關係，並建立評估濕地生態系服務綜合指標。
B.開發創新之生態系服務技術與推廣方式。
4.環境復育
基於既有研究基礎與發展重點，中心擬進行下列生態復育與土壤污染復育之創新
研究與產學合作。
(1)生態復育
A.針對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體進行解析，以應用於安全農業上。
B.開發水稻及蔬果用固氮溶磷菌群微生物肥料之液態及固態量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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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研究長期水旱田輪作生態系土壤中不可培養及可培養微生物之功能多樣性
與群落變動。
D.評估臺灣農業生態系土壤微生物多樣性對土壤肥力支持及土傳病害之影
響，進而研析臺灣農業生態系服務最佳化策略。
E.透過研究農業生產、人類開發、及環境因子的交互關係，運用不同尺度之遙
測資訊進行臺灣農業地景之生態監測，進而提出兼顧農業經濟發展與環境生
態平衡之復育管理建議。
F.瞭解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海草生態相與生物多樣性情況，進行東沙環礁海草床
種類分布範圍及生態資源調查，並進行空間組成分析及配合最新年度東沙環
礁衛星影像匹配工作，提供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經營管理運用與後續研究推
動參考依據。
(2)土壤污染復育
A.進行 Persulfate Oxidation 於土壤機污染物可以被生物分解之百分比探討，並
用於評估是否利用生物復育技術復育該場址。
B.以實質創新開發土壤環境污染的整治微生物復育技術，降低高風險污染區之
作物對重金屬吸收。
5.國際合作
中心擬藉由雙邊的國際合作與互訪，引進創新研究與先進科技，強化中心研究
的廣度與深度。所擬定之國際合作單位、對象與主題如下所示。
(1)與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之千木良 教授合作大規模崩塌災害調查。
(2)與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之崔鵬 院士合作土砂災害防治。
(3)與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之
千木良 教授合作大規模崩塌災害調查。
(4)與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之 Yichang (James) Tsai 教授合作立物體幾何之 3D
點雲產製於防救災之應用。
(5)與美國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之 Peter Chesson 教授合作理論生態學。
(6)與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之佐雷 教授合作儲能減振之 TMD 發展。
(7)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之 Corpus Christi Research Center 中
心主任 Dr. Juan Landivar 教授團隊於智慧農業合作技術研發，針對精準農業之作
物生長監測及有效管理，含無人載具開發、精準施肥、用藥、水稻育種、病蟲
害管理及綠色生質能源等項目進行合作。Texas A&M University 建置「UAS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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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與中興大學建置無人機影像平台，正對平台架構及分享機制合作。
(8)與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之 Christopher Stewart 教授進行
以 AUAV applications for smart agriculture 為主題的合作。
(9)與美國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之 Jason Leigh 教授團隊合作，進行科學
數據異地視覺化呈現技術之精進。
(10)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之地理系主任 Dr. Jane Southworth 教
授團隊，進行遙測空間資訊整合與資訊處理分析技術研發。
(11)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合作，探究河床變動的演化，並
且透過與國外學者之交流學習，也將使研究團隊在專業上因國際化有其突破性
之成長。

四、預期效益
根據本中心中程之發展重點，執行相關之具體工作後，預計產出以下效益：
(一)精進濕地及集水區綠色環境保育之研究能量。
預期建構濕地生態系「支持」服務與「供給」、「調節」及「文化」服務的動態互
動關係與建立評估濕地生態系服務綜合指標，以有效施行濕地的明智利用。及評
估集水區土砂災害風險因子，以研擬其因應策略。
(二)強化校內外教學研究平台角色，提供環保防災人才交流管道。
1.中心持續扮演為研究平台角色，透過如校內跨域教學推動與校外雲端資料庫系
統建置分享，可提供跨域研究之諮詢與交流外，亦可進行環保與防災人才之人
才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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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委員會、國家網路中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研究單位)，結合國內各傑出研究團隊，大力提升研究
水平。
3.以本中心為主，促進跨院系(如與工學院、農資院、生科院、生科中心、能源奈
米中心、人社中心)、校際(如與臺灣大學、臺師大、工研院、國網中心、國家
災害中心)和國際間之教學研究平台角色，提供環保防災人才交流管道，期加速
提升中心整體研究及技術水準。
(三)加強區域型災害防救整合應用，研發防救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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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複合性災害之發生，本中心以中臺灣為立基，整合臺灣各縣市與中央之防救
災情資，並與相關研究中心進行防救災之技術交流合作，以達到複合性救災之目
的。
(四)擴展校內特色學分學程，提升中興大學之教學特色。
持續推動永續發展、氣候變遷調適等特色學分學程，如永續環境學分學程、防災
科技學分學程，從臺灣的角度出發來看全球變遷所衍生之相關問題，並建立彈性
學程，解決單一科系過度僵化情形，同時強化校內跨院系資源整合，進而培育具
氣候變遷調適專業知能之人才、與提升中興大學之教學特色。
(五)執行跨科際教育人才培育、種子師資培育。
藉由執行「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及「跨科際
教育師資」等計畫，整合與活化校內相關跨科際課程與師資之教學品質，並提升
各教師之跨域教學能量。
(六)進行國際交流，加入國際學術組織，與世界頂尖中心接軌。
除加強與亞太地震研究中心聯盟(ANCER)、國際通量組織(FLUXNET)、啟動跨國網
路基礎設施應用合作組織(CENTRA)之組織成員交流外，並透過辦理國際研討會、
國際特色學程與加入國際學術組織等方式，使中心與世界頂尖中心接軌。
(七)建立交流平台與舉辦國際研討會，提升中興大學知名度。
基於創新之研究基礎，透過國際研討會舉辦，進行研究交流與技術合作，以增進
中心研究能量之深度與廣度，進而提升中興大學國際知名度。

129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3-3-6 先端產業暨精密製程研究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為因應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與快速變革，促成技術創新與前瞻研發，推展落實
研究成果於產業界，有效提昇學術界、研究機構以及產業界之研發能量，加強國
際學術交流與合作以及培育高科技先端產業暨精密製程人才，因此於 95 年 5 月 5
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通過設置國立中興大學「先端產業精密製程研究中心」，中心
成立至今與產業界合作過無數之產學計畫案以及舉辦各種半導體學院課程，協助
產業界開發許多新穎之技術與產品，更培養了無數技術人才，因此中心在這十年
的努力下已成為業界不可或缺之合作夥伴。
(二)先端產業精密製程研究中心成果簡介
1.本中心多年來致力於 LED 上中下游技術之開發；從基板、磊晶結構、製程技術
至封裝散熱。
2.本團隊獲得之專利已達百件以上，且專利與技術實際技轉至產業界，發展成產
業界之商品。
3.許多 LED 關鍵技術已組成完整之專利佈局，且獲得之各國專利，目前皆已由國
內不同之 LED 晶粒與藍寶石基板廠商取得專利與技術授權。
4.在專利價值與授權金部份，已超過台幣數仟萬以上。

二 、 發展重點
(一)開發紫外光發光二極體
紫外光 LED 目前的發光效率較低，但是其廣泛的運用面已受人注目，成爲 LED 領
域之另一個具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因應環保議題，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限制含汞
産品的使用，歐盟已明確在 2015 年完全禁止含汞類産品的使用。美國也禁止臭氧
消毒在家庭環境上的應用，因爲當臭氧達到真正有效濃度時，對人類與環境皆有
危害。UV-LED 剛好具備不含汞，又有滅菌消毒的特性，而能被拿來取代上述對生
物環境不友善的傳統器具。
紫外光光源可分成三個波段，UV-A LED(波長 315-400 nm)常用於固化應用、
防僞檢測，以及應用於光觸媒的空氣清淨器。UV-B 和 UV-C LED(分別為 280-315 nm
和 100-280 nm)具有醫學光照治療應用、螢光分析和藥物研發。其中 UV-C LED，又
可稱為深紫外光 LED (DUV-LED)更具能夠通過破壞微生物的 DNA 和 RNA 防止其繁
殖，對水、空氣和物體表面進行殺菌消毒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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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紫外光感測器
Solar-blind 光波段範圍在 200~280 nm 左右，此波段的光易被臭氧層吸收較不會出
現在地球表面，但我們卻可利用此段波長具高靈敏度、高光響應度比與短暫反應
時間的訊號偵測等優點應用在深紫外光感測器上，偵測一些在太陽光底下訊號較
微弱之波段和應用在各種用途上來提供相關訊號，但目前使用此類 solar-blind 深
紫外光感測器，大都需倚靠光電倍增管利用少量入射光子將光訊號放大成電訊號
來加強感測強度，且體積大又易碎，也必須靠偏壓才能達到感測效果，及因為其
照射過久會有疲勞現象使得靈敏度降低的缺點在使用上受到了限制。因此近年來
寬能隙材料應用在深紫外光感測器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目的為利用寬能隙材料
使用在 deep UV 波段會產生更短的截止波長，可加強深紫外光感測器在短波長利
用率和應用更為的寬廣，目前寬能隙材料如 AlN、AlGaN、BN、ZnMgO、鑽石和氧
化鎵 (β-Ga2O3)等薄膜皆有研究使用在深紫外光感測器上。
(三)開發微發光二極體陣列
微發光二極體陣列(Micro LED Array)透過定址化驅動技術做為顯示器，除具有 LED
的高效率、高亮度、高可靠度及反應時間快等特點，其自發光顯示無需背光源的
特性，更具節能、機構簡易、體積小、薄型等優勢。Micro LED 比起同樣是自發光
的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顯示器，有較佳的材料穩定性、壽命長、無影像烙印等
問題，其獨特的高亮度特性在投影式顯示應用，如微投影(Pico Projection)、頭戴
式光學透視顯示器(See-through HMD)、抬頭顯示器(Head-up Display, HUD)等，更具
競爭力。此外，奈秒(Nano Second)等級的高速響應特性使得 LED 顯示器除適合做
三維(3D)顯示外，更能高速調變、承載訊號，做為智慧顯示器的可視光無線通訊
功能。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本中心為跨領域工程科技研發團隊
開發新世代先端產業與精密製程技術所需之創新理論與相關應用技術，以追求
該領域的學術卓越性，並進而提升此團隊的研究發展成果，期望達到國際一流
之水準。發光二極體(LED)在背光源、固態照明、車頭燈等領域已成為最具潛力
的替代光源，中心針對全球 LED 產業可能面臨的問題，結合中興大學先端產業
精密製程研究中心過去所累積之專業技術與上百件專利，藉由提供這些技術資
訊的推廣與交流，協助業者開發高值化之 LED 產品。
2.成立 LED 先端技術產學聯盟提升國內 LED 整體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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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三年前成立「LED 先端技術產學聯盟」預計提供的服務項目有技術咨詢、
檢測服務、小量製程試驗、儀器分享、委託研究等…，希望藉由本中心完備的
研發能量與設施，提升國內 LED 整體產業之國際競爭力，此外透過成立聯盟的
方式邀請全國 LED 相關產業之公司一起加入，建立一溝通平台可協助各公司了
解目前之產業現況以及快速尋求合作夥伴，此外中心定期舉辦相關研討會將最
新技術與市場分析提供給各公司，以避免公司錯失提早布局的機會，且中心教
授時常與各公司聯繫提供需要之協助，公司也可與各教授合作相關技術之產學
合作案，循「共同實驗室」模式，由中心與產業界進行研發組合，經由廠商之
先期參與來共同開發原創性專利與技術，中心共同實驗室扮演培育學校與業界
種子技術人員之角色，這些原創性專利與 Know-how 在共同實驗室開發完成後，
再帶回各公司研發具量產且符合公司需求之量產技術，量產所得之授權金與權
利金，維持共同實驗室之後續研發能量。
本中心將持續透過「LED 先端技術產業聯盟」將已握有之技術推廣給各公
司，而相關技術包含：以 HVPE 成長之低缺陷密度氮化鋁鎵模板、可受表面電
漿改善短波長 LED 出光之技術、新型式窗口接觸層、高操作電流密度與高功率
之無電極遮光 LED(EC-LED)與高散熱基板貼合技術等，也包含新技術開發、專利
佈局與產業建立量產技術。在上游磊晶產業貢獻上：可提升業界目前量產 LED 之
發光效率，使其應用面更加廣泛，達到降低成本、增加產值與具專利保護之發
光元件。在下游封裝應用端產業：國內廠商主要產品集中在傳統 LED 封裝、micro
LED、智慧照明、汽車應用光源開發與照明燈具之精密加工技術，可加速高功率
LED 應用於智慧照明與 micro LED，提升封裝產品之產值與高質化。
(二)創新規劃方案
1.加速研發 DUV-LED 以協助國內 LED 廠商於國際上取得先機
在發展深紫外光發光二極體技術部分，本中心係利用 MOCVD 之磊晶技術，半
導體製程技術與 LED 的模擬方法深入探討適用於 DUV-LED 結構，並製備 IQE ≥
45%之 DUV-LED。將採用奈米尺寸(300-1000 nm)圖案化藍寶石基板與 AlN 緩衝層
結構製備低缺陷(< 108 cm-2)AlxGa1-xN 磊晶膜，預期可以改善磊晶品質及減少後
續側向磊晶之成長厚度。而在製程方面將運用覆晶的型式來增加其元件的出光
效率，並採用 Al 作為鏡面材料。在 LED 結構的模擬方面，以實際磊晶數據為模
擬參數，模擬探討量子井與 EBL 兩大結構，並利用快速縱深鑑定與分析與和磊
晶驗證，找尋最佳化結構條件，以製作出高性能之 DUV-LED 元件。
目前國內 LED 磊晶廠極欲發展 300 nm 波長以下之 DUV-LED，主要是其應用
範圍極廣且具有很高的元件利潤。以目前紫外光的應用方面有 90%是應用在紫
外光固化技術、防偽偵測器與醫療儀器等市場，另外 10%是配置在空氣與水淨
化的機器上。尤其是應用在有機化合物的紫外光固化技術每年就有 1.2 億美元
的產值，且每年的成長率都在 10%以上。根據醫療文獻中指出，只要光譜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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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nm 就具有極強的殺菌能力。而 DUV-LED 具有可微小化、低能量耗損與極窄
頻譜等優勢，可協助國內的空調設備大廠安裝於其設備上，強化其產品競爭力。
而在專利佈局上，從近十年 DUV-LED 的美國專利數發現，每年皆有超過 100 件
的數量成長，這似乎也可預期 DUV-LED 將是未來國內 LED 產業值得積極投資的
方向。
2.進一步研發深紫外光感測器技術可提升廠商自我價值
在深紫外光感測器技術部分由於大部份深紫外光感測器能感測到的光響應截止
波段約在 250 nm，對於深紫外光範圍 190~250 nm 波段尚未能有效利用，也因
此本中心將應用寬能隙材料 Ga2O3 材料之優點，套用在感測元件上，以延伸
deep UV 波段的截止波長為目標，而本中心在過去針對 Ga2O3 薄膜已有些許研
發成果，我們將立於這個基礎上，繼續針對氧化鎵薄膜和元件結構進行優化，
開發出具 190~220 nm 光響應波段之深紫外光感測器，以下為中心預計之研究內
容與說明:
我們將延續過去研究 Ga2O3 材料的基礎上將薄膜結晶性進行優化，並應用
於感測元件的 buffer 和主動層，藉此強化薄膜在基板上沉積時結構的完整性，
避免差排的產生，造成元件性能的下降。此外，為增加在深紫外光的響應強度，
將透過 Ga2O3 材料摻雜不同鋁含量，藉此來調變薄膜能隙製備成(AlGa)2O3 窗
口層，此層不僅可透過摻鋁後拉大薄膜能隙，更可增加更寬廣的光波段能量入
射至感測器，應可提升感測元件 responsivity 的強度。
為增加元件在深紫外光波段的截止波長，將透過在氧化鎵主動層以摻鋁的
方式來提高薄膜能隙，並延續第一部分(AlGa)2O3 窗口層成果，結合與設計不同
鋁摻雜濃度的主動層(輕摻雜)/窗口層(重摻雜)結構沉積在藍寶石基板上，藉此將
主動層能隙提高至 5.6~6.8eV，進而將深紫外光響應波長推進至 200~190 nm，
增加深紫外光感測元件在短波長頻譜之響應和應用性。
關係感測器元件性能好壞之其中要素就是基板與主動層間的界面間晶格匹
配性要好，如果匹配性不好可能會造成差排的產生，這樣會降低元件的暗電流，
所以將透過優化後的主動層/窗口層結構沉積在與(AlGa)2O3 薄膜晶格結構相似
的氧化鎵基板上，達到同質磊晶的效果，減少界面差排的的產生，提高元件的
性能，進而達成目標。
3.規劃新無塵室以加強中心自我研發能量
(1)此外先端中心目前之無塵室已達到飽和(如圖 1)，無法再容納更多之設備與人
員，因此在學校協助之下預計將會從目前之地點移至即將新建完成之應用科
技大樓，而新無塵室將會有更完善之規畫設計(如圖 2)，預計將規劃黃光區、
化學區、磊晶區、製程區與量測區，除了可容納較多之設備與人員外，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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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設備集中減少人員實驗施作之時間，更可讓廠商進駐放置設備以增加中心
多樣化之特色。
(2)108 年由先端中心提出申請，透過學校貴儀中心向科技部成功申請之無光罩
直寫系統補助，此智慧型雷射快速直寫暨光罩製造多功能系統 MLA150 通過
科技部貴重儀器汰舊換新計畫，獲補助 1000 萬元，搭配研發處與先端中心
配合款，建構單區域之無塵室，服務無需光罩直接設計圖案之研究學者，快
速拓展 IOT 所需感測元件之開發。

圖 1 先 端 中 心 無 塵 室 平 面 圖 (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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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新 規 劃 之 先 端 中 心 無 塵 室 平 面 圖 (應 用 科 技 大 樓 )

現有校內貴儀設備
(建立進場/退場機制 )

應用科技大樓一樓無塵室規劃
IoT與AI智慧製造需要大
量功能性之光、電偵測
器元件，生物檢測晶片

特殊薄膜成長CVD/PVD設備
(通用型功能性薄膜成長)

無光罩直寫系統(新購)

(取代傳統光罩、黃光對準系統)
(適用小試片、多樣圖案設計)

ICP電漿蝕刻

(蝕刻薄膜、基板形成設計元件圖案)

貴儀分析檢測設備
(SEM、TEM、X-ray...)

圖3

新規劃之先端中心無塵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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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長期規畫目標:
(一).目前實驗室規劃採用簡單潔淨室 Class 10000 與空調設施，足夠適用於適用於貴儀
分析設備進駐使用，可發揮無塵室快速上線使用功能。
(二).貴儀將新建構無光罩直寫系統: 將採區域式架設無塵室，機台區域預計可以達到
Class 100，不需要全區建置昂貴之無塵室等級，可將元件圖檔直接快速繪製到晶
片。
(三).規劃目前校內貴儀之半導體製程設備: 特殊薄膜成長 CVD/PVD 設備、ICP 電漿蝕
刻。規劃採用局部區域 Class 1000 環境、共用性設備、與設備退場機制。
(四).目前 IoT 與 AI 智慧製造需要大量功能性之光、電偵測器元件，深紫外光滅菌光源
開發，生物檢測晶片。搭配新增購無光罩直寫系統，可直接在現有基板上進行自
動、多層對準，且解析度可以達 1 微米，解決傳統製造光罩、手動曝光對準繁雜、
費時、且浪費光罩之製造成本與時間。
(五).特色亮點實驗室:
檢測晶片快速設計與製作元件實驗室: 無光罩直寫系統、薄膜鍍膜設備、感應耦合
式電漿蝕刻機、光電檢測系統、光學鍍膜設備、貴儀分析設備。建構全國最快速
製備發光、電子元件、檢測設備之流程，適用於多樣性感測器開發。
 『燈具無形化、照明智慧化』將會是未來 LED照明產業的發展方向。
 UVC LED (280 nm) 與 μ-LED為全球一致看好之 LED新藍海。
 將LED 產品打進高端應用以區隔市場需求，與紅色供應鏈一起擴大全球占有率。
 將持續擴大與各企業合作 ，並推廣中心核心技術， 也同步解決LED產業面臨的各式問題。

LED上游

LED中游
LED下游

 將藉由業界的參與以『共同實驗室』的模式有效落實產
學之間互動。
 提昇業界競爭能力並針對『紫外光 (UVC) LED、微米
(Micro) LED 、紅外線(IR)LED、智慧照明與LED設備開
發』等技術，解決業界問題，提升整體LED產業之研發
能量。
 目前所具備之關鍵量測設備如近場光源量測、光電熱阻
量測、紅外線表面熱影像分析儀、應力量測等相關分析
系統，可協助中下游廠商進行快速分析，減少產品開發
與產品異常分析時間。
 將針對深紫外光之波段進行設備更新，未來將可無縫銜
接產業界的需求。

圖 4 先端中心之技術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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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
(一)協助國內 LED 光電半導體產業，利用本中心所提供之各項技術與產學研發組合，
提升國內廠商與國外大廠之競爭力。
(二)深紫外光發光二極體:開發出 280nm 深紫外光發光二極體，輸出功率可達 10mW，
可供國內 LED 磊晶廠商技轉並商品化，協助國內 LED 產業增加營收。
(三)深紫外光感測器: 開發出 MSM 結構之 220 nm (AlxGa1-x)2O3 光感測器元件，其
Responsivity:>3 A/W，可應用在民生或軍事用途上，更可影響下一世代高靈敏度感
測器產品之開發，如智慧型、可撓型，自供電型和智能型深紫外光感測器，分別
在健康、基礎設施，環境監測和無人守衛站等用途上。 (四)微發光二極體陣列:
開發之微發光二極體陣列可改變目前顯示器須背光源之需求，為國內 LED 產業注
入新的能量。
(五)智慧照明:開發之 LED 智慧照明，將開拓 LED 照明應用市場，可進一步推廣至家庭
裡，為國內 LED 產業開拓一新契機。
(六)封裝與散熱技術開發:開發高功率 UVLED 封裝與散熱技術，提供國內封裝產業使用
改善效率不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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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動物醫學研究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國立中興大學「動物醫學研究中心」之起源為因應政府機構及生技產業在動物醫
學相關領域與動物委託試驗之迫切需求，於101年5月11日經第62次校務會議通過
而設置，主要任務導向為支援產業界與配合學校各單位執行各項動物試驗，並兼
具培育人才、推廣服務及進行生物醫學相關研究領域的動物試驗中心。成立初期
採校級非正式編制，為自給自足對外營運之功能性任務編組單位。
(二)「動物醫學研究中心」設置目標為提升動物試驗品質，並符合全校生物醫學研究
領域之動物試驗模式與空間需求，建置一整合型校級動物醫學研究中心。目前暫
設動物試驗服務組、教學研究組、重要疾病監控服務組，並對外接受政府與學校
各單位以及產業界委託執行相關動物委託試驗。
(三)中心自102年4月正式對外營運，累計至108年07月，總共執行66項政府與國內外各
單位所委託試驗研究計畫，分別由6位計畫主持人所義務協助執行，研究計畫總經
費收入合計6,857萬。
另外，中心歷年來承接動物醫學相關之各項委託試驗之對外服務執行收入，約計
5,773萬，而對校內外開放之動物代養服務收入約計705餘萬。二項執行收入累計
約6,478萬。
而截至108年07月止，中心研究計畫與委託試驗之對外服務收入及動物代養服務等
收入，合計收入為13,335萬元。
(四)現有員額為兼任主任與義務協助之計畫主持人之計畫項下聘任臨時人員、專任助
理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共計12名，而執行各項動物委託試驗主要則委託獸醫學院老
師與各功能性實驗室執行。
(五)為配合國家政策，108年承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因應國際非洲
豬瘟疫災之強化早期預警檢驗量能計畫」，組成專家團隊，協助政府對抗國際重
大疫病的防疫工作。

二、發展重點
(一)多樣性動物試驗模式與功能分析
中心提供多樣性動物試驗模式與功能分析，並針對不同試驗需求進行安全性與效
力性評估，以因應國內外生技醫藥產業對動物模式之試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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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逐日漸增的各種新開發食品、藥物及中草藥及化學物質安全評估等，
均需藉由應用各種實驗動物進行臨床前毒理及藥理試驗以進行評估。而每次動物
試驗結束後，需採集所有臟器作為毒性等級之判讀依據。因切片數目龐大，對於
結果的判定，每個切片均需由病理獸醫師逐一詳細判讀及簽署，其工作量龐大。
建置電腦系統以優異的進一步量化特色估測毒性病變的程度，或可協助病理獸醫
師診斷時之客觀量化程度，減輕判讀誤差，而相對應的病理診斷之整體系統性價
值，也可進一步加速整合開發，達到實際產學應用之主要目的。
此外，全球越來越盛行且複雜的疾病亟待研究，如第二型糖尿病，已鑑別出
與第二型糖尿病與標的基因 DNA 的 promoter 位置發生甲基化所導致，擬以疾病
動物模式建立中區動物醫學結合新藥開發平台。因應新開發食品、藥物及中草藥
及化學物質安全評估，藉由基因毒理及動物毒理安全評估測試平台設置，建立中
區動物醫學結合新藥開發平台，強化毒理領域專門檢測技術訓練，提升技術加強
國際標準化。
(二)建立評估食品安全之動物測試平台
強化並培植獸醫病理與毒藥理專業領域之操作人才，同時建立符合標準規範之實
驗方法與設施，達到多面向符合民生及產業迫切需求現下食品安全評估的重點大
多放在監測食品中的非天然物質，例如化學/藥物殘留，非法添加物及真偽摻雜
等。此類檢測雖然重要，但常因為檢測分析儀器的進步，導致微量的出現，經常
引起民眾超出比例的恐慌。
此外，國內外法規及食安標準不見得相同，無法一體通用，政府在面對因不
同數據提出的質疑時，常面臨沒有符合國內現況的科學證據支持。因此，建立評
估食安及食品毒性的動物測試平台，不但可以平息少量殘留帶給國人的健康疑
慮，更可以協助政府在面對國外談判或質疑時，有科學證據支持的籌碼。
此平台將包含一系列不同目的及功能的動物試驗模式，包括急(慢)性口服毒
性試驗，功能/效能試驗，藥物殘留試驗等，可據以提供最大殘留限量(MRL, maximal
residue level)、每日可容許量(ADI, acceptable daily intake)及停藥期(WDT, withdrawal
time)等重要資訊。
(三)承接與執行國內外重要動物試驗委託案
因應國際間日益複雜疾病監控，同時配合生技產業之研發能量與疫苗免疫效力性
評估等關鍵需求，承接與執行國內外重要動物試驗委託案。預防性疫苗免疫是現
今經濟動物產業防治重要傳染病的主要方式，然而，隨著疫苗生產技術發展與疫
苗抗原種類多樣化，更凸顯疫苗安全性與免疫效力性評估亦日趨重要與急迫。

139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以多重病原混合感染方式為目前動物常見的疾病模式，面對複雜病原感染風
險，全面性疫苗免疫是最基本且實際的預防措施，同時也是未來研發工作的主要
方向。
(四)強化中心各項委託服務項目
因應政府機構及產業界動物委託試驗之服務需求，並配合學校各單位以支援動物
醫學相關之服務，中心必須持續更新及增加委託服務的項目，包含動物毒理試驗、
藥物殘留檢驗、血清學檢驗、分子生物學檢查、藥物敏感性試驗、健康食品功能
性試驗、動物房代養等業務，以符合新的法規標準及科學研究之需求。中心內部
管理將以符合 GLP 之作業規範及文件管理為目標。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動物醫學中心未來五年研究發展方向擬定為：動物試驗及動物模式，與動物疾病
防治兩大主軸，動物試驗及動物模式包含動物疾病模式、毒理安全評估測試、病理輔
助診斷系統、藥物檢測動物模式、線蟲試驗模式、犬貓腫瘤機制等之探討。動物疾病
防治包含病原檢測與監控及風險評估、疫苗免疫效力評估、重要疫病致病機制探討、
犬貓腫瘤之診斷與治療等，說明如下：
(一)動物試驗及動物模式
1.動物疾病模式
動物疾病模式如糖尿病鼠動物疾病模式之功能性測試試驗，針對可能影響甲基
化的酵素 DNA methyltransferase (DNMTs)在第二型糖尿病的表現是有差異，在第
二型糖尿病模式小鼠與第二型糖尿病病人身上的 DNMT1 表現量都比正常組表
現量高。將從人類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中與第二型糖尿病有高度相關的基因進行
表觀基因體學的研究。由第二型糖尿病模式小鼠表觀基因體學的 DNA 甲基化結
果，歸類出哪些基因是經由 DNA 甲基化所導致蛋白質表現異常導致第二型糖尿
病，並建構導致第二型糖尿病胰島素訊息傳遞失誤導致胰島素抗性的原因。同
時建構胰島素抗性細胞模式，並使用基因 knockdown 或 overexpression 以表現
蛋白差異的方式模擬胰島素訊息傳遞的路徑，找出可以治標的。將已知的
DNMT1 的抑制劑 aurintricarboxylic acid (ATA)使用在細胞生物學的實驗上，確認
其對 insulin signaling pathway 的影響。
另外，篩選具有 DNMT1 的抑制劑功能的中草藥或藥物，並試驗其對治療第
二型糖尿病是否有幫助。若在細胞的分子生物實驗上具有效果，且運用在治療
第二型糖尿病的疾病模式動物試驗上，將可以進入新藥開發及專利申請的步
驟，並進行接下來的毒理及臨床試驗。
2.毒理安全評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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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毒理及動物毒理安全評估測試擬參考歐盟及美國毒理測試系統，建立動物
毒理試驗模式，主要目的在於測試試驗物質經重複給予 28 天及 90 天後對哺乳
類動物可能產生之毒性影響，測定無不良影響劑量(no-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NOAEL)，評估食品、藥物及中草藥及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對動物可能造成傷
害與否，做為未來快速檢測依據，以提供消費者及政府對食品及毒藥物安全性
應用與管理之參考。
3.病理輔助診斷系統
動物毒性病理輔助診斷系統開發，透過系統電腦優異的量化特色估測毒性病變
的程度，或可協助病理獸醫師診斷之量化程度，減輕判讀負擔，而商業產品的
應用價值，也可進一步加速開發完成，中心已經建構病理切片影像系統，並且
儲存於雲端資料庫，目前正與清華大學合作研發動物毒性病理輔助診斷系統。
4.線蟲試驗模式
病原體的毒力試驗中，常需利用脊椎動物進行活體試驗，但在目前重視動物福
利及實驗動物使用的 3R（replacement, reduction and refinement）原則下，需找
出有效且能替代傳統脊椎動物模式的試驗對象。目前雖然有研究使用細胞培養
的方式進行，但還是無法解決以細胞學試驗的結果全面性地解釋生物體內複雜
的生理與免疫反應可能影響的疑慮。無脊椎動物中的秀麗隱桿線蟲
（Caenorhabditis elegans）已發展為相當穩定的生物體模式研究系統，目前已有
相當多的革蘭氏陽性菌及革蘭氏陰性菌病原對此線蟲具有感染及致病的能力。
因此，利用此線蟲系統做為重要病原體活體感染下之毒力評估測試研究，為相
當可行並符合尊重生命倫理的科學方式。未來亦可將此系統研發評估是否可作
為基因改造食品的合理試驗模式。
因此，未來計畫將以動物醫學研究中心中已進行的脊椎動物試驗結果，進
行線蟲試驗模式結果的評估比較，以瞭解有哪些類型的病原體或物質適合以此
系統進行評估，發展合適以線蟲系統進行評估的平台。
(二)動物疾病防治
1.病原檢測與監控
豬瘟監控與防治/豬瘟清淨模式，豬瘟為豬急性病毒性疾病，自 1997 年起為政
府表定所欲清除之重大疾病之一。經多年努力，自 2006 年起我國對 OIE 即無
豬瘟通報病例，顯示豬瘟已受良好控制，但田間仍可能有慢性或不顯性豬瘟潛
在之可疑。雖兔化豬瘟疫苗為一良好活毒疫苗，但因豬瘟病毒之持續感染特性
及缺乏區別診斷試劑， 因此清淨計畫未能進一步推動。今豬瘟 E2 次單位疫苗
已開發成功，且近幾年田間慢性豬瘟可疑病例，更是少見，為推動豬瘟清淨之
重要時機。因此本計畫藉由對豬場或小區域豬場之豬瘟及豬瘟血清抗體之監
141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控，建立免疫清淨場確認之先期評估，配合豬瘟相關風險分析，作為政府推動
豬瘟清淨施政之參考。
為配合國家政策，108 年承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因應
國際非洲豬瘟疫災之強化早期預警檢驗量能計畫」
，建立非洲豬瘟初篩實驗室，
組成專家團隊，協助政府對抗國際重大疫病的防疫工作。
2.風險評估平台的建立
因國際交通的便捷而造成的國際貿易增加，不論是動物性或植物性的傳染病，
或是產品中的化學藥品殘留物，皆需視為全球的共同問題。因此在較先進的國
家，為保障國內的消費者安全與疾病防疫的考量，皆有針對進出口的動物或其
相關產品，進行所謂「風險評估」的工作。以進口產品而言，藉由收集進口國
的相關流行病學資料，並將傳播的過程一一拆解為可評估的單項連續步驟，來
建構評估流程，當中包括釋出評估（release assessment）與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如由美國進口動物用的動物性蛋白質飼料到臺灣，這些動物性蛋
白質飼料中因美國當地的某特定疫病發生率可能有引入某疫病的風險，此環節
稱為釋出評估；然而臺灣當地的動物爾後因此飼料的消費量而造成可能的染病
風險，則為暴露評估。風險評估的過程，必須考慮國際流行病學的趨勢，也會
審慎考慮造成最終風險的過程中有哪些步驟會影響結果，此科學性的評估過
程，可提供給政府相關單位做決策考量。
然而，台灣目前並無專責的單位來負責此重要工作，而是由相關單位以專
家委員會諮議的方式進行。因此，本校動物醫學中心將此工作列為重點方向，
未來將積極建立風險評估的實用性平台，以協助國內相關單位進行科學性的風
險評估工作，相關結果除可發表於國際專業期刊以供各國參考外，也對社會服
務貢獻專業諮詢與實質幫助。
3.疫苗免疫效力評估
目前沒有合適與單一通用的動物試驗模式與檢驗標準，可用於評估各動物疫苗
間，所有不同程度之安全性與免疫保護效力，且不同抗原種類與各種型態組合，
皆可能衍生出不同的免疫特性。此外，縱使疫苗具有相同抗原型態，但評估各
不同抗原濃度與組合比率，如何分析比較來判定其安全性與疫苗保護力差異，
仍需進一步以各種實驗動物進行先期評估，且最終仍須實際應用對象動物來加
以驗證。本中心將持續建立各種試驗動物包含對象動物之動物試驗模式，以進
行各不同型態動物用疫苗之安全性評估，也將結合抗原生產技術、各種抗原劑
量濃度、用量，且嘗試進一步比較各種疫苗佐劑配方，來實際驗證分析疫苗之
安全性及具免疫保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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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程目標將著重以具國際競爭力之豬隻雙價疫苗進行開發，預期之成
果產出不但能有助於我國防疫策略，更可應用並提升我國動物疫苗在世界生技
領域上之競爭力。
4. 構築類病毒顆粒載 4.構築類病毒顆粒載體系統-傳染性華氏囊病裝載禽流感之
HA 蛋白之雙價次單位疫苗
傳染性華氏囊病（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IBD）為長存於養雞產業的高度傳染
病毒性疾病，對養雞界造成嚴重之經濟損失。家禽流行性感冒（avian influenza；
AI）是由Ａ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起的。根據病毒毒力的強弱可區分高病原性
AI （high pathogenic AI；HPAI）和低病原性 AI（low pathogenic AI；LPAI）
。在 2014
年台灣通報了第一例的 HPAI 為 H5N2 亞型，此 H5N2 為台灣長期存在之 LPAI，
但經過不斷地在禽場中反覆感染，最後從 LPAI 變成 HPAI，造成雞隻大量死亡。
而在 2015 年的年初，更因為候鳥帶來的三種 HPAI：H5N2（新型的 H5N2 與台
灣原有的不同）、H5N3、H5N8 而造成不論水禽或陸禽共有超過 1000 場禽場和
超過 500 萬隻家禽遭到撲殺，現在仍有零星的 AI 案例場。目前政府對 HPAI 的
防疫政策為撲殺，但隨著疫情的發展，可能須有不同的防疫計畫，如全面的疫
苗注射，或在某些不易控制的地方做區域性的疫苗施打，等疫情緩和下來，再
進行整個 AI 的清除。本計畫希望以酵母菌來表達 IBD 病毒的類病毒顆粒為載體
來包裹 AI 的 hemagglutinin（HA）蛋白的雙架次單位疫苗。
之前的實驗中已可利用大腸桿菌表現 IBD 類病毒顆粒包裹雞傳染性支氣管
炎（infectious bronchitis； IB）病毒之部分 spike 抗原，可以有效保護動物對抗
IBD 病毒的感染，但卻無法對抗 IB 病毒的感染，推測可能是大腸桿菌的表現系
統無法有效地完成 spike 蛋白的轉譯後修飾，因此本計畫改由真核表現系統的酵
母菌來製作抗原，希望藉此能保留 HA 上面的 glycosylation 修飾。因為 IBD 類病
毒顆粒具有抵抗環境，耐消毒劑，耐酸的特性，可以保護 HA 抗原，發揮較好
的免疫力。另一方面因為 AI 疫苗只以 HA 為抗原，可以發展出不同的 ELISA 系
統來區分測得的抗體是來自打此疫苗或自然感染的雞隻，如此就不會影響到例
行的 AI 疫情監控。
本計畫中之 HA 抗原是來自 LPAI 的 H6N1，如果一切測試完成且如計畫預期
具有對抗 IBD 和 AI 的能力，這一個構築的系統將可隨時因應爆發的流感疫情，
將流行的 AI 病毒 HA 基因插入此一系統，就可快速地生產現實需要的疫苗，對
疫情之控制將可達到迅速確實的目標。
此外，至 105 年上半年止，與家禽保健中心合作之禽流感的檢測，目前共
完成 4195 隻雞隻血清學檢測，13689 隻雞隻 H5 與 H7 之分型檢測，及 1109 隻
雞隻禽流感抗原 RT-PCR 檢測。
(三)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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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研究子題將積極與校內外其他研究單位及癌症研究中心進行交流與合作，規
劃與建構動物疾病研究模式。後續中心將以實際任務導向為主軸，進行動物醫學
相關領域之研發服務。各領域及相關研究主題積極與各相關單位合作，或以自行
研發方式雙向進行。並且與國家生技園區緊密合作，朝向符合國家生技發展策略
與產業需求，合作進行具外銷導向特色之生技相關產品開發。

四、預期效益
(一)建立本校於動物醫學領域的特色
動物醫學研究中心以整合校內的有限資源，配合政府產官學等各項領域的實際需
求，朝外爭取國內外業界委託執行計畫的資源，搭建起人類醫學與動物醫學之間
的平台，進而建立本校於動物醫學領域的特色，冀望創造生技發展的多元化價值。
(二)培育專業執行動物試驗及生技研發人才
提昇動物醫學研究中心對國內生技產業、食安相關與重要動物傳染病防治工作之
貢獻。建立各項動物試驗評估模式，與國家防檢疫單位、跨校及農業科技研究院
院共同合作，進行重大傳染疾病之監測與防疫工作，並建立動物試驗模式以評估
緊急儲備疫苗之安全性與效力性檢測。培育專業執行動物試驗及生技研發人才。
(三)符合社會與產業實際需求
中心將積極對外爭取政府部門與校外各單位的各項委託合作計畫，進一步協同整
合或進行調整，以發揮中心最大功能及多邊效益，來符合社會與產業實際需求。
其效益將以量化之產值展現如:承接業務數量、疫苗產出、檢測試劑產出、專利產
出、許可證取得等。創造台灣動物醫學領域中最具國際競爭力與特色之優質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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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鳥禽類演化與基因體研究中心
一、單位現況
本中心設立宗旨是師法自然、以鳥為師，主要以鳥禽為動物模式之研究合作平
台，推動研究資源與技術共享、訊息與經驗之交流，中心並建立鳥禽種原中心及核心
實驗室。藉由豐富的鳥禽遺傳資源，進行科學研究，以探索大自然的法則(chicken as
Rosetta stone)。
2013 年 5 月，國立中興大學正式通過「鳥禽類演化與基因體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integrative and Evolutionary Galliformes Genomics, iEGG Center)」之設置，成為中興
大學校級研究單位。雖然，本中心尚屬於未納入組織規程之研究中心，沒有固定之人
事及經費編列，沒有任何故定空間，但是可以透過本研究中心，申請團隊研究計畫。

圖 1 鳥禽類演化與基因體研究中心組織架構

二、 發展重點
(一)整合本校農業與生命科學領域，以「仿生學門、師法自然」為發展主軸。
過去本校執行頂尖大學研究計畫，其中一項特色，是以農業生物為核心，進行自
然/人文科學之綜合研究。「鳥禽類演化與基因體研究中心」就是在此背景下所設
立，主要目的為推動整合台灣以鳥禽為動物模式之研究計畫，藉由豐富的鳥禽遺
傳資源，探索大自然的法則。於 2018 年以「鳥禽遺傳資源暨動物生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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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整併農業與生命科學領域，爭取到教育部高教深耕之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
畫，獲得每年 3000 萬之經費，因此接下來四年，將持續本中心研究發展主軸，向
大自然學習生物之道。
(二)豐富的雞隻種原遺傳資源，做為推動農業 4.0，種雞育種的應用研究
雞是重要的生物資源之一，在農業上，叢林野雞經過七、八千年馴化之後，雞蛋、
雞肉已成為當今人類重要的動物性蛋白質來源；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成了今日
科學研究重要的生物材料。過去三十年來，本校目前保有 17 個雞隻品種/品系，
以這些雞群為試驗材料，所發表的研究論文超過 80 餘篇。每篇論文之摘要，已
整理在本校網頁(網址 www.as.nchu.edu.tw/chicken/index.html)。而奠基於過去三
十年的研究成果，所經建立之不同品系族群，更是國家重要的家禽種原中心。
(三)積極推動社會服務活動
除推動本中心保種之土雞品種/品系回歸其原棲息地，以協助地方特色農業建
立，創立區域特殊畜產品品牌外，亦積極配合農委會林下經濟推動小組，實踐「林
下循環式農業」與「里山倡議精神」的生產模式，一方面結合台灣土雞保種，另
一方面更可推動友善養殖、健康畜產、結合優良農產與原民智慧之計畫，期待可
兼顧在地生態、生產與生計，發揮森林環境永續經營與提供社會，尤其是原住民
社區之經濟。目前已與屏科大森林系陳美惠教授以及奧萬大林區林國彰技正，送
出中興大學育成之「中興紅羽 1982」土雞，分別輔導屏東霧台大武部落，以及南
投仁愛鄉松林、曲冰部落飼養，並協助評估環境承載量以及控管雞的品質，以期
達到自給自足外目的，甚至亦可對外銷售。目前，已有更多部落參與，這亦將是
本中心未來發展重點之一。

三、 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學術研究
本中心成立以來，積極與幾所大學合作，過去曾舉辦 2013 年台灣仿生學國際研
討會、2013 年國際幹細胞與形態發育學術研討會，並邀請美國 Rice University 神
經科學教授 Prof.David Dickman，與 Yale University 鳥類學教授 Prof.Richard Prum
蒞校演講。本中心亦於 2016 年 3 月主辦 9th Avian Model Systems 國際會議，
故本中心之特色研究，已成功吸引國際目光，肯定台灣此獨特的研究領域。
在未來四年之研究方向，將以提出之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項目為主，包含鳥
禽遺傳資源保種與演化、鳥禽生殖腺與羽毛之季節性再生與發育、基因轉殖鳥
禽試驗平台、鳥類視覺的認知行為及視光研究之應用以及鳥禽羽毛之生物物理
學研究及仿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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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雞隻遺傳資源中心
由於近年來的研究成果陸續產出，因此獲得科技部更多研究經費的挹注。包括
未來四年雞隻種原的維護費用以及飼養設備的更新；也爭取到更多培育年輕科
學家到鍾院士實驗室學習的機會。使得原先保種經費有限的窘境，幸而得以稍
稍舒緩。
(二)創新規劃方案
1.發展成為跨國研究中心，透過國際合作延攬國際一流人才，培育國內年輕學者
具國際研究經驗
本中心透過學習生物與環境百萬年來共存的智慧，模仿生物原則，並將其轉譯
至醫學、農學、工程以及環境保護上。整合大學跨領域之研究平台，探索大自
然的法則，深入瞭解生物獨特之生存之道，以不同的策略與觀點，開啟科技應
用之窗。以鳥禽做為模式動物，解開生物演化之謎，是建立在本校既有之研究
基礎下，率先整合的研究平台，故初期成果已成功吸引國際目光，肯定台灣此
獨特的研究領域。因此將積極
邀請鍾院士、Robert Reisz 院士等多個國家的研究團隊來台，建立跨國性合作計
畫，以扶植國內人才躍昇為國際級人才，並培育下一代的年輕科學家。
2.發展不同鳥禽動物模式
禽類動物具備了操作容易、視覺發達以及全身被毛等許多項生物特徵。本中心
一貫之目標，就是要建立「以鳥禽為師提升科學研究與產業應用」
，並在此獨特
領域上鑽研新知，透過「以鳥為師」的仿生學，啟發下一代的科技，並能應用
在生醫產業、動物生技產業上，因此，開發鳥禽做為不同研究領域之動物模式
為一重要創新發展。本中心建立之跨領域合作，包含視光、物理力學以及醫學，
故於最早之發育生物學動物模式外，亦會積極開發以鳥禽作為近視、飛行力學
與骨骼疏鬆之動物模式。

四、預期效益
(一)建立以鳥禽類為模式動物的研究中心，彰顯台灣在國際上獨特的科學研究領域。
(二)應用科學研究，建立台灣家禽產業建立種雞選拔、配種的系統，生產俱國際競爭
能力的種雞。
(三)可完成的績效指標為，延攬 11 位國際級一流學者參與(每位均有 Science, Nature
級的 papers)，並透國合作可培養 11 位國內年輕學者及 12 位博士後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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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大數據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大數據中心係經第 76 次校務會議（2016 年 12 月）通過，於 2017 年 2 月 1 日成立
的跨領域一級單位。本中心成立目的為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人才培育，
成立宗旨在於推動以數據分析、機器學習、資料探勘與人工智慧為基礎的創新產
業營運模式，以及探討「五+ 2 創新產業」相關科技發展對整體社會經濟之影響。
(二)「大數據中心」係本校跨領域一級單位，包含諮議委員會、顧問群、中心主任、
數據研究組、產學合作組、兼任特聘研究員、兼任研究員、兼任副研究員等，並
實質鏈結產官學研、跨地區、跨院校、跨學域，以充分發揮綜效。
二、發展重點
(一) 基於大數據中心必須自籌經費、並且永續經營的目標，從校外積極找尋各種資源
與經費來源，積極各界良性互動，建立各種可行的營運模式。在組織架構上遵循
本中心的成立辦法，同時為了提升本中心能見度，以及給外界視覺化的印象，在
成立之初，立刻建立網站，並且在網站上發表部分業務成果，未來發展將持續進
行研究計畫的進行、委託接案研究、創新科技題材的發掘等，並配合校務發展的
需求，來進行各項業務。
(二)本中心目前特別著重於建置 5+2 產業大數據開放資料庫，例如有關智慧農業、智
慧機械、人工智慧創新營運模式等。例如已完成的「再生能源大數據開放資料平
台的建置」初步已完成台灣 2015 年 9 個太陽能發電案場 BigData 資料收集與建置，
總計約一百五十萬筆，此開放資料經過標準化處理，屬於五星級資料需求格式中
第三星級格式(CSV、JSON)資料。本開放資料平台資料庫採 UTF-8 編碼，提供最具
兼容度之特殊字元支援，並與國際接軌。本平台提供快速與友善之操作介面，完
整多元的查詢功能，方便使用者容易查詢及取得所需資料，開放資料平台並提供
豐富多元的匯轉下載格式（excel、csv 及 json）
，供使用者依應用需求取得各類型
態之開放資料，提升使用者開放資料之應用性、有用性及易用性。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本年度申請的科技部四年期計畫：「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智慧製造與資訊
系統整合創新營運模式建置與維運計畫」
（106 年 6 月～110 年 5 月）已獲通過，
總經費 1200 萬，目前正進行中。依據當前政府推動「5+2」創新產業政策以及
科技部人文司公告徵求計畫的背景，係鼓勵各大學成立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
跨領域「研究中心之設立與維運計畫」，係聚焦於「智慧製造與資訊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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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營運模式建置與維運計畫」，其目的為成立一個永續經營與發展之研究中
心，以整合人文社會管理科學與產業科技及政府政策之交互影響為特色，服務
大台中地區機械設備製造廠商，創造整體產業效益，並對社會產生正向影響，
長期扮演智慧製造之產業智庫與政府智庫角色，發揮產官學研鏈結之綜效，最
終目標在於提升台灣整體社會福祉。
2.本中心將依據工業 4.0 的智慧製造發展趨勢，藉由創新營運模式雲端平台與資料
庫之建置及運用，將生產技術加值服務，並以數據分析與應用為其核心價值。
其數據來源含括生產面各產業與廠商「產銷人發財」等面向，運用各種相關數
據資料庫之建置與應用，藉由資料探勘、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演算法分析、模
擬及預測，精準做出關鍵性的正確判斷。同時結合各領域專家與學者，籌組輔
導與諮詢顧問團隊，針對產業價值鏈之瓶頸加以突破，開創出新興服務商業模
式。簡言之，透過資訊科技與物聯網技術相結合，予以加值分析及應用，乃當
前產業轉型與升級最重要的工作，而如何有效運用科技與管理相互整合，應用
於創新營運模式及探討其對整體產業與國家社會之影響，係本研究團隊之核心
能力。
(二)創新規劃方案
1.未來將規劃建置農業大數據資料倉儲（包括各種作物、養殖動物、後端循環、
生態環境）是人工智慧創新營運計劃最核心工作。本計畫大數據資料倉儲之屬
性，定位為開放資料（Open Data）。
2. 開 放 資 料 具 有 公 共 財 的 特 質 ， 無 敵 對 性 （ non-rivalry ） 、 無 排 他 性
（non-exclusiveness），且其重複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因此，經由開放資料利
用數據所產生的附加價值或經濟效益，不但是「無本生意」，也不會有實體經
濟所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或產能過剩問題，符合綠色經濟永續發展的要件，已
然成為世界各國經濟成長與產業轉型升級的主流價值。
3.未來計畫所建置的農業大數據資料倉儲，其開放資料將全面經過標準化處理，
屬於五星級資料需求格式中第三星級格式（CSV、JSON）資料。而平台資料庫，
將採 UTF-8 編碼，提供最具兼容度之特殊字元支援，可與國際慣用之開放資料
平台接軌，避免形成資料孤島（silo）。
4.資料倉儲平台將提供快速與友善之操作介面，完整多元的查詢功能，方便各界
利害關係人容易查詢及直接下載其所需資料，將提供豐富多元的匯轉下載格式
（excel、csv 及 json），供使用者依應用需求之不同，皆可取得各類主流型態之
開放資料，俾提升使用者開放資料之應用性、有用性及易用性，發揮最大經濟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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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一)學術研究
本中心將與國內外學術界合作，增加研發能量，聘請其它學術機構教授及研究人
員擔任本中心諮議委員、顧問、兼任特聘研究員、研究員、副研究員等，以進行
創新產業科技之經濟與社會效益分析及相關政策法規之影響評估，並研擬合宜之
營運模式與具有可操作性措施之整體配套方案模擬，提供產、學、研各界參考。
未來將陸續於國內外重要研討會與學術期刊發表相關論文與各項研發成果，並培
育博士後研究人力及博碩士研究生相關領域核心能力。
(二)社會影響
預期能對巨量資料產學合作帶來持續性的正面貢獻，且具有實務應用性。計畫目
標在於藉由產官學研鏈結，進行數據之蒐集與資料探勘及應用。其最終目的在於
提升臺灣社會整體福祉，希望透過本中心為媒介，建構人文社會及科技跨系統結
合的研究網絡，並聚焦於智慧機械產業，利用其在地性的分布，以連結人文社會
發展、產業經濟及政府政策的脈動，達到臺灣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
(三)技術發展
相關技術發展包括資料庫建置之硬體與雲端軟體技術，也包括智慧機械產業線上
線下整合（On-line to Off-line, O2O）
、資料探勘技術、深度學習及人工智慧運用之
營運模式，為產業界與政府政策研擬，作出實質貢獻。
(四)人才培育
基於智慧製造係以工作者為本之精神，面對嶄新的技術服務與工作環境，必須培
養以知識為基礎的工業人才。本中心將持續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師資，針對企業
現有工程師開設符合產業需求之智慧製造與企業管理課程，培育企業內部人才，
並開發新課程，整合智慧機械技術之元素，培育中部地區各大學相關系所感測與
網路、物聯網應用、智慧機械與機器人應用、巨量資料分析及精實管理等智慧機
械相關技術新血人才。
(五)成果移轉
預期未來將產出相關的專利技術，再技術移轉至產業界應用，產生複製、推廣、
佈建及應用之綜效，研究成果具有多面向之特性，不論是執行策略與政策、建構
科技產業治理機制等研究成果，將有具體且可應用巨量資料分析之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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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推動國際化
本校過去執行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推動校園研究教學等各個面向之國際化不遺
餘力，主要之目標是培育具國際觀之青年學子，及積極推動各項國際交流以提升本校
在國際上之能見度及水準。
國際化工作主要由國際事務處及國際農業中心負責推動：
一、國際事務處：主要辦理國際合作協議之簽訂、擴大國際學生招生來源、增進國際
交流與合作、強化校內教師國際合作經驗、建置重視多元文化之校園環境、推動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事務工作圈校際合作綜效等。
二、國際農業中心：本校以農立校，校內農業相關人才濟濟，國農中心主要扮演的角
色是整合校內資源來進行國內外農業學術交流、科技研究、人才培訓與政策諮詢
等任務之推動，以求落實國內農業與國際產業的橫縱向連結。

3-4-1 國際事務處
一、單位現況
本校於 95 年 8 月 1 日成立國際事務處，設置學術交流組及外籍學生事務組，集
中辦理原本分屬於其他單位之國際相關業務，進行校內行政資源之溝通、整合與協
調。嗣後因應大陸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情勢，以及教育部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
科以上學校之政策潮流，於 99 年增設大陸事務組，專責處理大陸(港、澳)地區學術交
流及學生事務。服務項目重點如下：
(一)辦理國際及大陸(港、澳)地區姊妹校合作協議之簽訂。
(二)接待校級訪賓及國外短期研究訪問學者。
(三)協助外籍學生事務，含協助辦理外籍新生校內宿舍床位抽籤、居留證、入出境管
理、外籍學生團體及健康保險、工作許可、國際志工等聯誼性社團活動指導等。
(四)協助大陸地區學生事務，含接機、校內宿舍床位安排、入出境管理、學籍通報、
學生團體保險、社團活動指導等。
(五)協助本地學生涉外事務，含赴海外交換、短期交流、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領
航員營隊及社團指導等。
鑒於國際事務面向的迅速擴張，亟需提昇現行各式作業流程效率，本校於 106 年
進行組織調整，國際事務處所轄三組為外籍及大陸學生事務組、學術交流組、資訊與
創新組，力求完整蒐集各學院既有國際研究合作機構、未來交流發展重點等資訊，對
於本校國際化潛能與動能進行蒐集、評估及利用。
151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有關區域性學術研究的發展，本校為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官方
認可之臺灣歐盟中心(European Union Centre in Taiwan, EUTW)之一員，國際事務處兼辦
相關業務以推動本校與歐洲聯盟會員國學術合作交流，藉由活動的策劃與執行增進本
校師生對歐洲聯盟之認識。
有關跨校的策略聯盟，本校為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之一員，並負責主持國際事務工
作圈業務，因此乃以推動系統各校國際事務交流為宗旨，期能藉由聯合舉辦國際交流
活動，共同吸引國際學生來臺進入四校學習，以提昇四校國際化校園的實質內涵。

二、發展重點
(一)擴大國際學生招生來源
近年來，鑒於本校外國學位生來源漸以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印度等東
南亞地區國家為主，本處以此設定為重點招生區域，強化招生宣傳效果，其他地
區/國家學生亦同步擴大招生宣傳。除每年固定參加教育部所屬臺灣教育中心舉辦
之各國海外招生教育展外，亦透過畢業校友以及姊妹學校之互動，擴大招生基礎。
(二) 增進國際交流與合作
為擴大本校國際交流與合作之廣度及深度，本校針對各院發展重點，地區平衡與
學校特色，建立不同地區之重點交流學校(機構)訊息，規劃各國學術單位交流與
合作藍圖，在過去的基礎上增加學術交流合作項目，積極開發具合作潛能之夥伴。
(三)強化校內教師國際合作經驗
本校協助辦理國內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教研人員出國業務，積極與姊妹校保持
聯繫，以鼓勵本校教師與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共同從事短期研究或交
流合作，強化校內教師國際合作經驗。
(四)建置重視多元文化之校園環境
為提昇學生國際視野，本校則利用課餘時間舉辦多元文化活動，以營造校園內不
同身分的學生(臺灣/外籍/大陸地區學生/僑生、學位生/交換生)互動學習的校園環
境。並透過學生聯誼會等組織的協助，邀請外籍學生參與活動，以融入學校生活，
實際感受及理解本地人文地理環境。同時也提供本地學生與外籍學生互動學習的
環境與機會，有效促進校園文化多元化目標。
(五)推動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事務工作圈校際合作綜效
本校為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合作交流工作圈之執行機構，前以「整合現有資源、
激發四校優勢合作之加乘效果」為初期目標。現以「強化四校之優勢整合以及深
耕各類特色計畫」如英語暑期學校、國際領航員營隊等，延續系統的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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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期以「提高臺灣綜合大學系統與各校國際知名度」為發展重點，提昇系統本
身及各盟校之國際競爭力。

三、 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擴大國際學生招生來源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參加教育部在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印度等地區所舉辦之招生展，以
專人面談、在校生或校友經驗分享的方式，擴大招收優秀學生就讀。
東南亞為本校國際學位生之重點招生地區，藉由每年參與教育部當地所設
立臺灣教育中心舉辦之招生展，維持本校在當地之知名度，輔以該國籍傑出校
友出席協助宣傳，分享自身求學經驗，確保招生聯繫、諮詢管道暢通。經過多
年持續耕耘，本校已建立招生口碑，外籍學位生持續成長。
(2)參加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ICHET)舉辦之國際會議，定期增補教育
部菁英來臺留學(Elite Study in Taiwan, ESIT)網站項下有關本校學術特色內容。
本校為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之捐贈校會員，定期發送國際會
議訊息並維護管理教育部菁英來臺留學網站。為突顯本校學術特色及國際定
位，本校借重基金會之資訊管道，擇定參加重要之國際會議，並定時至該留學
網站增補在各學術領域之研究發展成果。
(3)配合辦理教育部、外交部之臺灣獎學金、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獎學金
計畫，結合外部資源，提供外籍學生來校攻讀學位之經濟資助。
本校除每年度視校務基金收支情形，提撥經費支應外籍學生獎學金外，亦
配合教育部、外交部、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等機構政策，針對友邦及
友好國家之優秀學生，協助辦理核發獎學金作業。
(4)與外國高中策略聯盟進行學術專業交流互動，增進雙方夥伴關係深化與合作協
議締結之效益，提供不同入學管道之諮詢服務
為與外國高中策略聯盟(馬來西亞興中會)落實共同合作進行人才培育之理
念，於 106 年 10 月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位生獎學金實施辦法」規定，經
指定機構推薦之優秀學生循外國學生來臺就學管道，於申請時得檢具高中畢業
成績於班上排名前百分之二十證明及該校校長推薦函，經錄取學士班之學生逕
予申請修業年限內之學雜費減免(等同本校一般生收費標準)。
2.創新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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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地制宜制定招生策略，因應各國國情的差異，藉由官方或非官方機構的資訊
管道(例如澳洲辦事處、日本─臺灣留學支援中心、蒙古臺灣教育中心等) 爭取
當地留學市場的曝光度。
對於非屬目前重點招生國家，則是循序漸進模式拓展本校知名度。以蒙古
為例，本(105)年首次參與該國臺灣教育中心所籌辦臺灣高等教育宣傳年曆之文
宣設計，藉由相關文宣訊息，展現本校之合作意願，可有效爭取曝光度。以澳
洲為例，本校主動接待澳洲姊妹校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學生營隊，
藉由 New Colombo Plan 的支持，強化本校在服務學生之課程及活動設計上的
優勢。
(2)本校對於國際學位生之獎助，業已訂有實施辦法及作業要點以獎助優秀外籍學
生來校就讀。對於國際交換生則依本校與姊妹校雙方學術交流之對等互惠條
件予以區分獎勵等級予以獎助。
鑒於大陸地區學術風氣興盛，以及學生來臺意願提高，因此為加強與大陸
地區各學術單位之交流互動，未來本校將逐步規劃建立獎助優秀大陸地區學生
之制度，將獎學金制擴及適用於大陸地區學位生及交換生部分，以期能有效吸
引大陸優秀學生來本校進行交換就讀。
配合教育部新南向培英專案、培育新南向人才，自 107 學年度起至 109 學
年度止試行「興大菁英留學（NCHU Elite Scholarship）獎學金方案」
，凡任職新
南向大學講師且獲所屬學校校長推薦申請攻讀本校博士班者(期前覓妥指導教
授尤佳)，即具備此獎學金申請資格。
(3)整合教育部政策計畫，爭取外部資源並尋求策略聯盟夥伴學校，銜接本地及境
外學校(機構)作為擴展基礎
本校除先期在東南亞國家所建立之科技農業援外與教育輸出體系外，亦順
利整合教育部新南向計畫「農業學術型領域聯盟(主辦學校)」
、
「工程學術型領域
聯盟(協辦學校)」
、
「印度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協辦學校)」
、
「緬甸區域
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協辦學校)」
、
「特定國家(斯里蘭卡)拓點招生計畫」及
「臺灣連結計畫─斯里蘭卡據點(主辦學校)」等，有助招募新南向國家師生來校
研究或攻讀農業、獸醫、理工、生醫、管理等學系(所)。
(二)增進國際交流與合作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 參 加 亞 太 教 育 者 年 會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PAIE) 、 美 洲 教 育 者 年 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dvisers,
NAFSA)、歐洲教育者年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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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美洲、歐洲教育者年會為本校提昇國際知名度，維繫與世界一流大
學校際合作之重要平台。為提昇效率，本校均利用此類場合，同時安排議程與
多所大學進行晤談。除可與姊妹校就校際交換學生計畫及合作方案研議等議題
交換意見外，同時亦可洽詢其他學校，討論未來雙方簽締合約的機會。
(2)與姊妹校保持暢通的聯繫管道，恢復實質交流關係，因應各校學術領域專長，
主動規劃對應的合作模式，落實學術合作交流之平等互惠原則。
定期盤點姊妹校之合約期限及資訊，對於重點姊妹校但近期欠缺實質交流
者，主動提案規劃教學研究之合作方案，期能落實學術合作交流之平等互惠原
則。
有關歐洲聯盟 Erasmus+計畫以經費補助歐洲聯盟學者出國訪學及學生出國
交換乙節，本校近年來經歐洲姊妹校邀約，已有部分項目納入 Erasmus+計畫之
範圍，順勢創造更多與歐洲姊妹校合作交流的機會。
在大陸地區方面，鑒於現有姊妹校不乏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一流高校，
但面臨欠缺聯繫管道及實質交流等問題，本校將針對不同領域擇定合作學校，
推動短期訪問學者、交換學生等項目，規劃開設特定學術領域之研修專班，提
昇國際交流層面。
2.創新規劃方案
(1)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在國際學生來校交換計畫(Program of Academic Exchange,
PAX)新增實驗室交換(Lab Exchange)之項目，以實作引領專業學習，增加交換學
生在研究方面的學習與互動。
為增強國際學生來校交換之動機，落實學術交流之平等互惠原則，本校新
增實驗室交換之項目，重視實際操作之精神及研究貢獻，鬆綁交換學生應修習
至少 6 學分之限制，加深交流的面向。
(2)集結校內暑期密集英語(學分)課程，整合宣傳資訊，提升對外聯合宣傳效果，
改善並深化與姊妹校的交流與合作
借重文學院假日學校(姊妹校師生研習活動)、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Summer
Uni+: Liho Taiwan!(農業生態旅遊與文化體驗)、工學院夏日大學(邀請外國教師蒞
臨授課)等英語課程，輔以華語文化體驗，在各國(地區)學期銜接時提供境外學
生短期來校交流的選擇。
(3)與海內外機構合作提供海外實習媒合機會及相關資訊，使學生藉由企業實習，
熟悉企業的實務運作，加強未來就業之競爭力。
例如：為鼓勵學生善加利用暑假期間進行企業實習，本校與日本姊妹校滋
賀縣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higa Prefecture)合作，藉由該校媒介，薦送學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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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從事社區永續發展之工作，初期採取實驗性質、小規模發展，參加對象以本
地學生為主，嗣後再評估是否開放予外籍學生及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盟校學生參
加。
(三)強化校內教師國際合作經驗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重視接待訪賓對於學校所提供的合作契機，依來訪學者的目的及學術專長，徵
詢相關系(所)的接待意願及合作意向，探求各種合作可能性。
建立本校教師及學生國際化資料庫，藉由基本資料庫的建立與活化，使校
級訪賓得銜接至系(所)，深化學術交流的層次，同時奠定日後進行學術合作交流
計畫之基礎。
2.創新規劃方案
(1)提昇與海外學者互訪合作的可能性，促使本校既有的研發能量發揮加乘效果。
藉由參加歐洲聯盟盛行之莫內計畫、Erasmus+計畫等項目，或是主動規劃
辦理雙邊學術研討會及學生交流活動，邀請海外學者來校從事訪問或駐點教
學，直接與本校師生深度互動，以收標竿學習效果。
(2)活化各學院「國際導師」職務，協助推展校園國際化業務。
為協調各學院加強辦理與國外一流大學學術交流業務，並落實外籍學生入
學審查及生活輔導事宜，本校於各學院設置「國際導師」職務，期整合研究、
教學、行政資源，以協助確立校內師生於從事國際交流間的意向、成果與優勢，
並擴大教師及學生的參與層面，增進院系學生對於國際事務與活動之瞭解。此
職務於 106 學年度更名為「國際事務指導委員」
，並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協助辦理有關學生申請赴國外及大陸地區姊妹校申請案件實質審查工作。
(四)建置重視多元文化之校園環境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藉由國際學生之生活輔導機制，辦理多元文化交流活動。
本校國際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40 個國家，各國皆有非常獨特的文化特
色。透過舉辦文化交流活動，不僅提昇本校國際化程度，增進本校師生視野，
拉近國際學生與在地師生的距離，也在過程中提升彼此語言交流能力，呈現校
園多樣化。本校歐洲聯盟中心亦每年辦理歐洲影展、學術論壇等系列活動，使
師生接觸歐洲文藝資訊，加深學生對於歐洲各層面的認識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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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大陸地區學生之生活輔導機制亦日益成熟，含協助辦理入臺證件(初
次辦理、轉換及延期)、安排接機、成立微博等通訊群組、住宿管理、學生團體
保險、向教育部通報學籍資料、離校(境)程序等。學期間辦理期初迎新、導生餐
敘、在地文化古蹟參訪及期末送舊等活動。
2.創新規劃方案
(1)鼓勵本校教師開設英語授課課程，邀請姊妹校教師於假期蒞校開設課程，增強
學生專業訓練及語言學習的動機。
為鼓勵學生培養外語能力，鼓勵本校教師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並受理優秀
博(碩)士班外籍學生申請擔任教學助理。並邀請姊妹校教師在寒(暑)假期間蒞校
開設全英語授課、學分課程或推廣教育班課程。
(2)成立國際領航員、國際志工、泰國、越南、大陸地區學生聯誼會等社團，凝
聚學生的力量，舉辦志願服務或聯誼活動，共同參與校內事務。
為鼓勵不同身分別的學生(臺灣/外籍/大陸地區學生/僑生、學位生/交換生)
主動關懷彼此，學習尊重文化差異，本校輔導臺灣學生成立國際領航員社團，
泰國、越南、大陸地區學生亦主動組織各國家(地區)聯誼會，以學伴模式協助新
生適應在校生活。
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亦進一步活化國際志工，招募各國家(地區)學生進行校
園清潔整理，並進入偏鄉地區進行志願服務，激發境外學生英文教學及活動設
計的創造力。
(3)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E-portfolio)建置國際經驗欄位，作為學生未來求學(職)
時的參考佐證資料，並落實國際化學習成效評估
對於學生赴境外交換、參加學術研討會、實習、志願服務、訪問交流等經驗或
紀錄，規劃整體納入學生在學期間之各項國際參與情形，結合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系統，提供學生在升學(職)時的輔助，逐步建置學生國際化學習品質與成效之
評估機制。
(4)規劃申請設立國際教育與學生事務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Student Affairs)，建構國際化跨領域教育環境
為提供外籍學生跨域學習之優良環境，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階段規劃申請設立
國際教育與學生事務中心，負責外籍及大陸地區學生招生宣傳事務及入學生活
輔導事務，提升對於境外學生之行政服務品質，期待學生返國就職後，持續拓
展本校實質影響力及國際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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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事務工作圈校際合作綜效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整合現有資源、激發四校優勢合作之加乘效果。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四盟校之國際事務處定期召開主管交流會議、承辦人交流工
作坊以及計畫執行檢討會，分層而具體地處理不同面向的議題，藉以積極推動
四校共同合作辦理之業務(如英語暑期學校)、共享彼此資源(如國際學者巡迴講
座)，進而凝聚共識，投入資源於整合型業務及特色計畫。
(2) 強化四校之優勢整合以及深耕各類特色計畫。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事務工作圈基於現有資源的整合並凝聚共識，發展出以
「本校國際事務處統一籌辦─各校國際事務處獨立執行」模式，每年以此模式辦
理臺灣綜合大學系統英語暑期學校(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ISS)。統籌平台
由本校國際事務處獨立開發，負責建置課程資訊、活動訊息、聯合宣傳、單一
窗口報名註冊、姊妹校師生諮詢、多元付費管道、各類入臺證件辦理等。各盟
校負責師資招募、向姊妹校進行活動宣傳、專業與文化課程設計、場地租借、
住宿安排等。此特色計畫之執行默契與模式已趨成熟，正朝自營運的目標努力。
(3)重啟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中英對照法規資料庫
為推動國際友善校園平台，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執行委員會於 108 年會議指示盤
點 103 年至 105 年中英對照法規資料庫計畫執行情形，協調國際工作圈、秘書
工作圈及資安工作圈合作辦理，以人事及主計相關法規為優先收集對象，案於
108 年 9 月舉辦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重啟中英對照法規資料庫及自動翻譯系統計
畫成果發表會。
2.創新規劃方案
提高臺綜大與各校之國際知名度，有關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工作圈長期
與永續的目標，係以上述的現有資源整合與特色計畫深耕為基礎，提昇臺灣綜
合大學系統的國際知名度及各校的國際競爭力。國際工作圈將更積極參加各類
國際會議(如亞太、歐洲、美洲教育者年會、各國教育/招生展等)，並規劃以臺
灣綜合大學系統為名義邀請代表，辦理四校聯合出國訪問。
未來規劃以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名義邀請海外專家學者來臺，舉辦巡迴講座
及交流會議，以有效的行政合作模式達到讓各校能夠共同受益。邀請對象除單
一學校代表人員或學者外，亦規劃 Global Week 之活動，提供四校學生參與，加
深姊妹校對於臺綜大系統推動國際化的認識，進而增進校際實質與多元的交流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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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一)擴大國際學生招生來源
對於東南亞、非洲、東歐、中南美洲等地區學生，以生物科技及農資領域的教研
優勢為號召。對於歐美等其他地區學生，則以華語、臺灣文化研究為學術重點。
本校除了追求國際學生人數的成長外，亦將擴大國際學生的來源多樣性。
(二)國際交流與合作
鑒於現今國際學術交流傾向以教師教學、研究層面的合作為出發點，本校將鼓勵
各學院積極規劃相關學術機關(構)交流與合作之藍圖，實際鞏固與姊妹校的合作
基礎，使姊妹校數量的成長，得正向提昇本校教研能量的拓展及延伸。
(三)強化校內教師國際合作經驗
本校重視校級訪賓對於個別學院(系、所、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方面所能提
供的實質影響，藉由與教學單位的合作，將姊妹校之資源適時導入合作方案，含
專業科目開設、課程對接、學分承認(抵免)、學者互訪、交換學生(含實驗室交換)
等工作，強化學院(系、所)在國際學術交流層面之關鍵地位。
(四)建置重視多元文化之校園環境
本校國際事務處及歐洲聯盟中心定期規劃文化交流活動，除了培養臺灣學生之國
際視野外，亦提供外籍及大陸地區學生共同參與的舞臺。後續本校將鼓勵各國/
地區學生成立聯誼性社團，發揮學生自治之精神，以學伴(或學長姊─學弟妹)模式
協助新入學學生適應生活環境，使國際學生得發揮所長，努力求學並活躍於校園
的各個角落，積極與本地學生交流。
(五)推動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國際事務工作圈校際合作綜效
鑒於國內(外)大學校院的策略聯盟風氣興盛，本校有計畫地經營臺灣綜合大學系
統的國際形象，定期彙整四盟校之重點姊妹校資訊，共同策劃活動進行、宣傳品
印製及寄送、國外出差訪問等工作。後續除提昇系統知名度外，亦將加強宣傳四
盟校各自具備的特色及學術領域專長，希望能提昇盟校國際化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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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國際農業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中心設立目標
國立中興大學為推動國際農業合作、研究、服務與人才培訓，協助國家農業政策
之擬定與諮詢，設置國際農業中心(國農中心)。國農中心負責推動國內外農業學
術交流、科技研究、人才培訓與政策諮詢。國立中興大學以農立校，校內人才及
各項資源豐富，國農中心扮演整合校內資源以進行國內外農業學術交流、科技研
究、人才培訓與政策諮詢等任務之推動，以求落實國內農業與國際產業的橫縱向
連結。
(二)中心組織
國農中心設執行委員會，副校長為召集人，定期由召集人召開業務會議，負責國
農中心計畫執行之審查考核及業務之推動發展。國農中心目前坐落於國際農業研
究大樓之二樓，編制含中心主任、科技研發、教育訓練、推廣服務及政策企劃等
四組，負責推動本校之國際農業相關事務。因本中心目前為非編制內之單位，目
前之中心主任、科技研發、教育訓練、推廣服務及政策企劃等四組之組長皆由本
校教授義務兼任。同時，國農中心目前亦無配置任何行政人員。目前聘任一位專
案助理協助相關業務。

二、發展重點
(一)國際化-促進本校與世界頂尖大學及鄰近國家之國際(農業)合作
本校以農立校，在多項農業專業上表現優異。為協助本校師生尋求更大的市場、
尋找更好的資源、以及追求更卓越的表現，必須積極突破本地的界限，和多個國
家從事相關的合作事項等活動，達到推動國際農業合作、研究、服務與人才培訓
之目的。國際化初始期必須投資相當資源以建立各式各樣的連結，強化中興大學
之國際佈局完整之程度。因此，國農中心是以漸進的方式逐漸涉入國際交流，而
後逐漸在國際交流中累積出相關之經驗與關係，進而擴大本校之國際化程度與佈
局。
(二)氣候變遷之農業政策擬定諮詢與農業價值鏈之推動
有鑑於氣候變遷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同時農業生產也占了全球 30%的溫室氣體排
放，因此制定因應氣候變遷以及減少農業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與法規刻不容緩。
目前全球已有超過 150 個「氣候智能型農業」(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試驗計畫
在進行當中，但是這些採取不同途徑的試行方法，能否在現行既有的法規體系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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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下實施，頗有疑問，因此需要深入的研究、規劃、與交流，作為各國制定政
策或立法的參考。在國際農產品交易的層次上，世界貿易組織(WTO)相關的國際
交易法規以及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規範對於各國採行「氣候智能型農業」以及農業
技術流通的影響，也需要長期的觀察與探討，方能做出有效的因應與調整，克服
採行「氣候智能型農業」的障礙。另外，面對自由化趨勢，臺灣農業亦須持續厚
植實力，從「生產型農業」轉型「新價值鏈農業」
，以跨域合作創新思維，創造農
業加值效益。因此，本中心之另一發展重點為推動農業價值鏈之發展，以作為提
升特定目標之價值鏈及生態系統，發展農業和農村方面的知識能力。
(三)協助本校其他國際交流相關事項
為協助本校國際化之推，將配合學校其他單位，積極辦理提申國際能見度之相關
工作。面對未來本校之國際化提升計畫，在相當多層面上，需要由本國農中心參
與及配合之處。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國農中心與德州農工大學之合作
中興大學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向來友好，本校許多教授皆自德州農工大學取得
博士學位。國農中心與德州農工大學系統之農業與生命科學院波拉格國際農學
院自 2014 年開始啟動合作關係，並於 2015 年 11 月共同簽署成立聯合中心。國
農中心將根據聯合中心合約所訂，持續推動兩校之教學及研究合作。同時，也
擬一同承接相關之國際(內)計畫及相關之農業技術教育訓練，協助鄰近國家(台
灣)之農業發展。發展工作包含：
(1)深化中興大學與德州農工大學之合作關係：持續辦理兩校人員互訪，討論兩校
合作相關事宜。合作項目：包含教學﹑研究﹑及推廣三部分。在教學方面，德
州農工大學系統下共有 5000 多位專家學者，在各個領域皆有專精。國農中心
扮演橋段角色（bridge），和校內同仁規劃中興大學較有需求之課程部分，再
協調邀請德州農工大學組成教學團隊，於暑假(第三學期)能夠針對本校學生需
要及其特殊專長，至中興大學開設暑期課程(summer course programs)。在研究
方面，先發掘出有關興大和德州農工雙邊在農生研究領域可以合作的方向及
相關 PI 名單，組成研究之合作團隊。將藉由 GEAR UP 論壇時進行雙方專家教
授座談，擬訂具體的研究合作發展方向。至於在服務方面的合作，將藉由本校
和東南亞各姐妹校之關係，尋求可以一起參與發展的面向。
(2)兩校共同舉辦國際論壇：中興大學是台灣農業發展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熱帶與
亞熱帶的農業發展在世界上位居領先的角色。美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 TAMU)是美國農業科學相當重要的大學，2016 QS 世界大學農林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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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19 名，位居全球領導的地位。有鑑於兩校在農業與生產上的優質研發
潛力， 2014 年 11 月德州農工大學榮譽校長 Elsa Murano、農業與生命科學院
長 Craig Nessleer、博拉格國際農學院副院長及前駐南非大使 Eric Bost 等 11 位
農業領域學者，與美國、日本、印尼、泰國等學者，於中興大學共同舉辦首屆
全球生態、農業與鄉村向上推升行動論壇（Forum on Global Ecology, Agriculture
and Rural-Uplift Programs, GEAR-UP），會議中雙方決議於中興大學成立聯合中
心，作為雙方學術、教學、國際推廣合作基石。
(3)兩校共同成立聯合中心：2015 年兩校共同簽署成立「德州農工大學博拉格學院
與中興大學國際農業中心」聯合中心(Join Hub) (圖 1)。由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
及德州農工大學榮譽校長 Dr. Elsa Murano 為委員會榮譽主席，楊長賢副校長擔
任主席，德州農工大學系統農業與生命科學院長 Craig Nessler 為共同主席。中
心主要任務在於積極爭取與世界各國合作，共同推動生態系統、農業與鄉村發
展之研究、國際人才培訓與推廣。未來五年將聚焦於兩校研究、教學創新、國
際人才培育、全球農業推廣等四個面向實質合作工作之推動。

圖 1：中興大學與德州農工大學簽屬成立聯合中心
(4)薛富盛校長率團訪問 TAMU：為推動兩校具體合作，2016 年 4 月薛富盛校長率
領副校長、農資院院長、國際農業中心主任等人訪問德州農工大學，談定兩校
學術合作框架、博士生 2+2+X 三明治計畫、TAMU 學者到中興大學開設農業專
業課程等協議(圖 2)。
2015 聯合中心揭牌儀式

薛富盛校長訪問 Borlaug Institute

薛富盛校長訪問 Michael K. Young 校長

圖 2：本校薛富盛校長拜訪德州農工大學校長與柏拉格學院
(5)兩校實質合作計畫：在此基礎上，2017 年暑假期間 TAMU 建築學院師生至興大
進行海外實習課程，兩校共同辦理水土保局委辦之國際農村再生人才培訓、106
年度水土保持新南向拓展合作等計畫。另外， 2016 智 2018 年第三、四、五屆
GEAR UP 論壇邀請東協國家共同參與，會中提出國際合作教學之 Rural UP 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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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與會者熱烈回響，並已著手籌備相關工作。為能夠具體落實深耕計畫中兩
校共同進行之教學、研究與國際推廣計畫內容，2017 年 11 月 13-15 日第四屆
GEAR UP 論壇中，中興大學由楊長賢副校長、國際處陳牧民處長、國農中心吳
振發主任等 12 位與德州農工大學系統農業與生命科學院長 Craig Nessler、博拉
格國際農學院亞洲區主任 Tim Davis 等 10 位進行為期二天的座談，雙方計畫主
要參與人員逐一就雙邊合作、教學創新、國際人才培育及全球農業推廣之內容
進行詳實討論(參見圖 3)。

圖 3：2017 年 11 月德州農工大學與中興大學深耕計畫雙方合作座談
2.其他國際知名大學之合作
將藉由與德州農工大學合作發展的模式，逐漸針對其他幾個重點學校進行交
流。主要可能發展進一步合作關係的包括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康乃爾
大學，中西部大學，以及猶他州立大學，及日本京都大學等。希望在五年內，
和這些大學都能夠發展出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提升本校實質之國際化及國際
之能見度與知名度。
3.國際交流布局
思考及架構未來中興大學在國際交流布局這一部分，亦是國農中心一項非常重
要的工作。將持續採取放眼世界及區域立足之概念，推動相關國際交流事宜。
除針對幾個重點學校進行交流外，在區域發展部分，則分別為東北亞﹑及東南
亞﹑及大陸這幾塊。未來預計將和日本及印尼大學等建立姐妹校合作關係。
(二)創新規劃方案
1.因應「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發展國際特色」，推動中興大學與德州農工大學合作:
本校將基於過去之良好合作基礎，全面深化與德州農工大學 Tesax A&M 之多面
向交流與互動，包含雙邊研究合作、教學創新、國際人才培育以及全球農業推
廣。計畫在 2019 年將持續精進推動包含教學﹑研究﹑及推廣三部分的合作關係。
在教學方面，將持續協調邀請德州農工大學組成教學團隊，針對本校學生需求
及其特殊專長於暑假至中興大學開設暑期課程(summer course programs)。在研
究方面，持續協助推動雙邊在農生研究領域之合作交流。至於在服務方面的合
作，將藉由本校和東南亞各姐妹校之關係，尋求可以一起參與發展的面向。
(1)與標竿學校舉辦兩校研究合作願景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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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合作上，全面整合兩校具有國際影響力及優勢之特色領域，規劃領域
包括(1)農業生物技術、(2)智慧農業技術、(3)環境保護與發展、(4)醫學與動
物科學四大領域，共十三個分項研究計畫，透過雙方研究人員與資源整合、
聯合會議之舉辦，共創重大學術突破性成果。此四大領域皆是兩校優異突出
的重要研究領域，進行兩校研究能量之整合，建立國際研究團隊，培育國際
優人才，提升兩校國際農業學術影響力。將於 2019 年 10 月聯合舉辦興大學
及德州農工大學工作坊，預計邀請德州農工大學相關領域之傑出學者至中興
大學，深入探討未來兩校在研究領域之合作願景。在工作坊的議題方面，將
配合相關之雙邊研究合作主題做安排，同時作為驗證合作關係及成果之平
台。
(2)國際重點領域人才培育
包含研究生與博士後短期出國研究，以及學院特色人才培育等部分。2016
年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訪問德州農工大學，該校農業與生命科學院長 Craig
Nessler 承諾每年願意提供名額，讓 NCHU 學生至該校進行為期 1~2 學期研
究。為促進兩校雙邊合作研究之進行，2019 年 NCHU 提送 8 位碩博士生及
博士後至 TAMU 合作實驗室進行研習，由 Join Hub 委員會進行申請人員審核。
(3)標竿學校傑出學者訪校
透過 108 年 4 月 30 日發文公告補助訊息至校內各單位，總共有 11 位興大老
師協助德州農工教師申請。這些老師預計於年底前將至興大進行授課/演講/
座談會。另外，每件申請案將會於自主學習護照上公告訊息，同時向通識中
心申請自主學習時數，提供給非修課學生。
(4)Dr. Norman Borlaug 紀念講座
Dr. Norman Borlaug 被稱為綠色革命之父，讓貧窮國家人民免於飢荒，於 1970
年獲得諾貝爾獎和平獎，其精神值得學生效法與學習。中興大學開設推動向
Dr. Norman Borlaug 紀念講座，將邀請德州農工大學學者開設農業生物科
技、智慧農業、環境保護與發展、獸醫與動物科學等講座。107 年規劃講座
內容，已於 106 年 11 月 GEAR UP 論壇中，德州農工大學博拉格國際農學院
亞洲區主任 Dr. Tim Davis 同意辦理。本年度預計邀請 6 位長期參與 Norman
Borlaug Institute 工作之學者進行特別講座，預計舉辦六場的 Norman Borlaug
特別講座。
(5)與標竿學校合作南向推廣
TAMU 與 NCHU 在農業與農村發展具有豐碩的研究、教學與實務經驗，已於
2017 年 GEAR UP 論壇中共同發起國際農業推廣聯盟芻議，並期能邀請東南
亞其他國家共襄盛舉，延續該項芻議。另外為接軌本校現階段與亞太農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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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機構聯盟（APAARI）共同推動國際農業重要議題舉辦研討會、訓練班、出
版刊物，進行知識與經驗分享的工作，以及推動的教育部南向計畫。本計畫
研擬以 GEAR UP Forum 五年來與亞洲各國家姊妹校建立的關係為基礎，推動
成立「國際農村向上推升聯盟 Rural-Up Alliance」，建立密切的實質合作關
係。
2.建立本校與日本京都大學教學合作計畫
京都大學是個綜合性研究大學。作為全日本第二間大學，不僅歷史悠久且風評口
碑良好，在 2019 世界大學中排名第 65 名，在亞州大學排名則為第 11 名。在兩
萬三千名學生當中，約有兩千名國際學生自世界各地，各個雄心壯志在不同的領
域中奮鬥。中興大學與京都大學在 2017 年以數個子機構名義簽署合作備忘錄(圖
4)，此舉視為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中極其重要的里程碑，希望藉此可推展以大學名
義進行學術交流。

圖 4：中興大學與京都大學在 2017 年簽署之合作備忘錄
(1)客座講題：安排研討課演講及短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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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中興大學主辦，邀請京都大學學者來台進行學術交流。目前已邀請到 8 位京
都大學教授(含副校長)於 2019 年 9 月 23-26 間至本校進行研討課演講及短期課
程。相關訊息海報如下:

(2)學生實驗室交換計畫
中興大學研究生將前往京都大學實驗室短期交流，學生可在實驗室實際使用設備
並進行技術訓練。
3.國農中心與 APAARI 簽訂合作成立台灣第一個價值鏈卓越中心
「 亞 太 農 業 研 究 機 構 聯 盟 」 （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AARI）是亞太地區重要農業組織,目前共有 19 個會員國，為我國參與
的重要國際組織之一。 該組織由「聯合國糧農組織」亞太區域辦事處（FAO-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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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0 年協助成立，此聯盟預計再 2030 年於泛太平洋地區建立 5 個由成員組織主
辦的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COE)。此次 APAARI 與國立中興大學國際農業中
心共同成立的價值鏈卓越中心，為 APAARI 於台灣境內成立的第一個價值鏈卓越中
心，成立宗旨為提升特定目標國家價值鏈,生態系統,農業和農村發展方面的知識能
力，並期望達成三項願景: (1) 提升雙方在環境生態系統,農業,農村方展的教育和研
究能力 (2) 開發合作項目,並促進台灣和亞太雙方長期合作 (3)與世界上其他國家
一同促進價值鏈,生態系統,農業和農村發展方面的知識能力。

四、預期效益
(一)中興大學之實質國際化及國際能見度與知名度之提升
預期經由此中程計畫之執行，能夠更進一步發展中興大學國際化的實質效益。增
加中興大學在國際上之能見度及知名度。
(二)中興大學在 ASEAN Member States 國家之國際佈局
放眼世界及區域立足是中興大學國際化之基本思維，除了積極和歐美等頂尖大學
交流之外，和亞洲鄰近國家的深度交往更是中興大學一直積極努力的方向。經由
此中程計畫之執行，除穩固中興大學在區域所扮演重要的農業國際地位之外，亦
企望能夠中興大學成為區域農業發展的領頭羊。
(三)中興大學在臺灣及國際上之農業技術與農業政策影響力提升
目前亞洲各國對於採行「氣候智能型農業」方面的相關規範及法規部分，亟須長
期的觀察與探討，以做出有效的因應與調整。經由本中程計畫之執行，可以協助
區域在農業技術與農業政策影響力之提升。
(四)深化中興大學與國際特色大學-德州農工大學與京都大學之合作關係
經由多層次及多面向的合作方案推動，對於兩校之合作將產生許多正面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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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校園建設與環境
本校為全國第一所有機生態校園，校本部土地總面積約 53 公頃，另有 8 千多公
頃之惠蓀、新化、東勢、文山實驗林場，41 公頃的獸醫教學醫院及農牧場，建構一個
完善的校園與環境，以提供教職員工及學生優良的學習環境是長期以來的目標。
本校主要由下列五個單位參與校園與環境之規劃與推動：
一、研發處：推動第二校區、配合臺中巿政府校園週邊環境整體規劃、爭取臺中巿政
府大學城規劃。
二、總務處：提升校園基礎建設、進行校園整體環境營造、推動校園永續環境的理念、
推動總務工作 e 化、整合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總務工作圈。
三、環安中心：推廣「永續校園」的理念與政策，營造優質永續的校園環境、強化工
作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創造有利健康的職場環境。
四、計資中心：提供校園即時以及安全之計算機及網路服務，致力於雲服務的提升、
增進校園網路建設、強化資訊主機安全防護、深化經營校園資訊服務使用者社
群、電子郵件加值服務、積極整合各類資訊系統，以創造師生教學及研究所需之
高品質的資訊科技環境。
五、體育室：負責全校體育相關工作及業務，未來將充實運動場館設施，打造優質運
動環境，場館也將朝多元化經營管理，以期永續發展並挹注校務基金。

3-5-1 研究發展處
一、單位現況
(一)校區說明
本校校區面積約 53 公頃，8 千多公頃之惠蓀、新化、東勢、文山等 4 處實驗林場，
41 公頃之獸醫教學醫院、農業及動物試驗場等教學研究設施、葡萄中心、高冷地
園藝試驗場、溪心壩牧場及北溝農場。
(二) 校園規劃及整體環境改善
為提供教職員工及學生優良的學習環境，歷年來投入大量經費與人力，全面提升
校園綠化與美化工作，為全國第一所有機生態校園。目前整體校園綠化面積達 80
％以上，除校區建物、體育場地與道路等硬體設施外，一律養護成草坪綠地，以
達成校園綠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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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人文科技大樓」、「應用科技大樓」、「女生宿舍誠軒大樓」及永豐商
業銀行捐贈「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樓」等重大建設案，提供教師及學生完善優
良的教學環境，目前有「興大二男生宿舍大樓」興建中，
「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
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及「自然資源大樓」等案
新建工程規劃中，持續致力於校園整體教研環境之改善。

二、發展重點
(一)推動本校第二校區發展計畫
爭取台中巿政府將國防部戰基處舊址(陸軍復興、建成營區)周邊及文小 38 用地周
邊土地以都巿計畫整體規劃方式，劃定為「文大用地」並指定「中興大學第二校
區特定區發展計畫」用地。
(二)配合臺中巿政府校園週邊環境整體規劃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自 107 年起辦理「臺中市綠川(信義南街~大明路)水環境改善計
畫工程」
，本案進行興大路圍牆拆除及綠園道串連校園之綠美化工程，興大綠廊道
配合校園邊界綠化縫合，改善步道鋪面與優化植栽生長空間，調整綠帶及自行車
道配置，自行車道與植木相互共存，本案同時新增興大路與美村路口校門，優化
校園週邊交通，同時以景觀設計方式設置休憩廣場，營造綠川河岸親水水岸空間，
打造台中巿新亮點。
(三)爭取大學城規劃
臺中巿議會 104 年第 1 屆第 8 次定期會提案，建請臺中巿政府規劃大學城方案，
將本校串聯國立臺中公共資訊圖書館、復興文化創意園區、臺中火車站、三級古
績樂成宮等，結合豐富的教育、歷史、人文、建築、宗教等元素，為臺中巿南區
舊巿區注入新色彩，型塑文化大學城教育園區意象、提升整體社區生活品質及人
文素養。
本校將利用位於臺灣永續發展綠色軸線之區域優勢、大學城優勢、傑出農業技術
契合南投農業產業、豐富資源、發展智慧長照技術、新創服務、人文藝術等七大
優勢，向政府機關爭取中部地區適合地點建立智慧大學城。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爭取臺中市政府進行校地綠地串聯及相關綠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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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申綠美化至校園環校週邊，串連原先被切割之綠地空間，使校園內生態連續
性更緊密，營造豐富之生態資源層次及生態系統，以支持發展超越校園界線之
區域生態體系。
2.降低校園邊界封閉性
逐步以開放式空間或運用植栽等視覺穿透性較高之設計，取代既有硬性冰冷的
校園圍牆，降低校園封閉性，以串連方式取代傳統區隔作法，開啟校園與周邊
生活空間之邊界，促進校與社區之交流通道，釋放校園空間能量，營造社區親
近氛圍，拓展本校師生學習及活動空間，同時提高校園空間資源分享。
3.爭取「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之車站命名
(1)「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係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規劃，計畫將現
有臺中地區部分鐵路高架化，可消除平交道並改善鐵路阻礙兩旁發展之問題。
(2)本計畫業於 106 年 10 月全線竣工並通車啟用，並成為臺中臺鐵捷運化紅線之
部分。
(3)本計畫「五權站」位於本校第二校區預定地，沿著復興綠園道步行即可直抵本
校主校園區，藉由本通勤車站大眾運輸系統建置之便利性，本校可提供臺中巿
民開放之活動空間及優質都巿休閒生活。本校成功爭取「五權站」改命名為「五
權站（中興大學站）」，型塑都巿型大學城意象。
(二)創新規劃方案
1.爭取本校「第二校區特定區發展計畫」用地
(1)民國 97 年教育部轉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97.7.23 函，提供國軍老舊眷村改建不動
產清冊，調查各機關之需求，本校民國 99 年第 56 次校務會議提案通過，授權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視本校財務調度狀況，決定撥用國防部戰基處舊址(陸軍
復興、建成營區) 範圍。並於 104 年第 72 次校務會議通過本土地規劃為復興校
區用途。
(2)本區西側有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南側有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東側有復興
園道，南接興大園道及綠川，人文氣息濃厚、自然生態豐富，期能於此培育出
視野寬廣、全方位生醫專業人才、提高產學合作創業機會與落實國內檢測驗證
機制，善用本區資源，提昇國人身心健康，及生醫產業發展，促進本校大學城
永續經營。
(3)本區將規劃作為「智慧生醫教研暨健康管理大樓」及「創新創業暨推廣教育大
樓」
，作為「智慧生醫教學研究」
、
「運動健康管理」及「創新創業及推廣教育」
等研究計畫使用，俟取得土地後，視實際產官學合作需求，再進行各分項計畫
開發面積調整，藉由復興校區的成立，持續加強與非政府機關之產學合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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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將研究成果的應用在地化並產業化，帶動在地經濟與文化交流，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並就近與國立美術館、國立中區圖書館及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發
展在地文化創意產業。
2.爭取「文小 38」用地變更為文大用地
(1)國內公立醫學院共有 4 所，其中臺灣大學、陽明大學、國防大學位於北部，成
功大學位於南部。中部地區雖有中國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但缺乏完整之
綜合大學醫學院。
(2)醫療品質之提升，除了既有醫療技術、醫事服務、醫藥學理研發改進，更需具
有基礎與臨床醫學訓練之專業研究人員參與。
(3)本校規劃於本用地成立醫學院，培訓基礎與臨床醫學專業人才，提升中部地區
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研究水準，強化臨床與基礎醫學研究之合作，並肩負地區
性醫學支援責任，使全國醫學教育達到區域平衡之目標。
(4)本校與醫學相關之系所有生命科學院所屬生命科學系、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生
物化學研究所、生物醫學研究所，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醫學生物科技
博士學位學程；工學院所屬生醫程研究所；獸醫學院所屬獸醫系、微生物暨公
共衛生學研究所，可培育醫學、生醫研究人才。
(5)擬爭取臺中巿政府將「文小 38」用地變更為「文大用地」，列於本校第二校區
發展計畫內，於此用地建置醫學研究大樓，發揮本校生醫相關領域之研發教
學，以培養醫學、生醫研究人才。
3.「興大一村」及「興大六村」等校產使用規劃
配合學校重大校務發展規劃，持續研議「興大一村」之使用規劃，並推動「興大
六村」資產活化。
4.「興大四村」及「興大五村」規劃
(1)依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人數 14,884 人統計資料，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
9,036 人，佔全校學生之 61%，碩士班 3,382 人，博士班 941 人，合計 4,323 人，
佔全校學生之 29%。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分配床位數為 3,822 床位，住宿比率
為 42.3%，碩、博士班研究生宿舍分配床位數為 377 床位，住宿比率為 8%，
碩、博士班之住宿率偏低，研究生宿舍實為不足。為提供研究生舒適便利之住
宿環境及解決研究生床位數不足之問題，同時活化校產土地之利用，爰規劃「興
大四村學生宿舍」新建工程，經費來源為銀行貸款及申請校務基金部份補助，
並以宿舍收入為償還來源。

171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2)為提供有眷研究生舒適便利之住宿環璄，促進就讀意願，同時活化校產土地
之利用，爰規劃「興大五村學生宿舍」新建工程，為減化教育部審議程序，擬
全額申請校務基金(本校自籌收入)補助。
5.「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新建工程
現今全球化的時代，須仰賴獸醫服務，才可成功運作動物畜產、農業與食品安全
政策，以及有效預防與控制生物災害。而禽流感的疫情，早已成全民每年都要面
對至少一次的夢靨，造成國家社會每年超過數十億的金錢損失以及難以計數的社
會成本。事實上不止禽流感，加上早些年的口蹄疫與豬瘟等，國人必須面對這些
重大疾病已經在地化的事實，而學習如何先與其和平共處，再謀淨化之道，需要
更多專業的公衛、防疫專家投入。
目前國內獸醫防疫專業人才是明顯不足的，當疫情來襲時，總是捉襟見肘。國際
級獸醫專業人才不足，也使國際影響力式微，為讓現有人力專業能力提升，發揮
更大戰力，並吸引年輕學子投入公衛領域，並配合教育部新南向政策及農委會防
疫人才培訓制度，爰規劃「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新
建工程，本案業獲教育部補助 9 千萬元及農委會補助 7 千萬元。
6.「自然資源大樓」新建工程
本校森林學系、水土保持學系及實驗林管理處自創設以來，一直致力於天然資源
保育、生態環境保護及坡地災害防治等領域之教學與研究，同時配合政府政策，
合作協助解決山坡地保育利用之技術問題，培育無數優秀人才，貢獻良多。
森林學系、水土保持系及實驗林管理處所處館舍係於民國 53-55 年間興建之加強
磚造及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迄今已 50 餘年，已超過法規使用年限多年，考量校
園環境安全，爰規劃「自然資源大樓」新建工程，提供師生優質之教學研究與學
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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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一)本校相關發展計畫係為國家支持之重點科技發展計畫，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方式，
取得相關土地進行發展，連結復興園道與中興大學，形塑南區大學城特區風貌。
(二)於教育部大學整併政策指導下，整合相關學校，透過市府推動中之綠空鐵道文化
園區計畫，結合鐵道沿線車站(台中站、五權站及大慶站)週邊之相關空間據點與綠
川流域，創造台中市南區為人文科技暨醫療產業研究專區，並配合台中市政府產
業 4.0 政策，積極規劃台中市南區新發展特區。
(三)本校積極籌建醫學研究大樓、成立醫學院，將可均衡中部地區醫療資源，平衡醫
療發展，建構完善的醫療體系，照顧臺中巿民健康與生活。
(四)藉由校園邊界之視野穿透式規劃，將可將校園與周邊綠地串連成連貫空間，與原
有大型開放空間相互連結，塑造優質核心校區，提升教學與生活之空間品質。
(五)「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新建工程可達成培訓禽病(禽
流感)、豬病(口蹄疫及豬瘟)、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屠檢、毒理及藥物殘留)監測與檢
驗等領域專才；並培養國際獸醫人才，擴大國際影響力；建立多方位、全專長領
域之學生培養機制；增加經濟動物、公共衛生、食品安全、動物福利專長訓練等
效益。
(六)「自然資源大樓」新建工程可提供森林學系、水土保持學系及實驗林管理處優質
教研空間，未來將持續提升學術水準及推廣應用技術，同時結合產、官、學合作
力量，與政府單位共同擔任國土保安與資源保育之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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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總務處
一、單位現況
(一)本處設有事務(含駐警隊)、營繕、出納、資產經營組及採購組，共五個單位。
(二)現有員額：共 82 名(總務長及副總務長教師兼職 2 名、專門委員 1 名、職員 21 名、
契約進用職員 20 名、技工友 25 名、駐警隊隊員 13 名)。
二、發展重點
本校校地佔地約 53 公頃，校內建物約 110 棟，總務處下設五個單位，負責維護與管
理校內環境、公共設施、安全等工作。本處除持續強化支援教學、行政體系外，亦不
斷創新及提升服務品質，以提供校務發展之奧援。除延續例行工作事項外，本處亦配
合校務規劃相關重點執行項目如下：
(一)提升校園基礎建設
為紓解學校宿舍空間不足及建物老舊的情形，本校採延續性之分期分區規劃興建
大樓，並配合逐年拆除老舊校舍。99 年至 103 年期間，本校已完成之興建計畫有
國際農業研究中心、人文大樓、應用科技大樓、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後續亦將
延續，執行之規劃案及校友捐贈建設內容茲條列如下：
1.女生宿舍誠軒大樓工程
舊有「誠軒」因配合興大路拓寬於民國 88 年拆除，因女生宿舍住宿空間不足，
故於原基地重新建 1 棟宿舍，提供 988 床位，總樓地板面積約 14,005.28m2，預
算約 4.5031 億元， 107 年 4 月 18 日結構體竣工，並於 107 年 7 月 19 日取得使
用執照。
2.興大二村男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
本校現有男生宿舍老舊，且床位不足以致學生住宿率偏低，影響學生就讀意願，
預定以校園東側的老舊興大二村為基地，預計新建 2 棟宿舍，提供 1,216 床位，
總樓地板面積約 25,009 m2，預算約 7.2738 億元，於 106 年 4 月 14 日開工，預
計 109 年 11 月 28 日結構體竣工。
3.動物科學系動物試驗舍新建工程
現有動物舍已使用 20 年以上，諸多設施已老舊不堪使用，同時因應水利署辦理
旱溪整治、台中市政府康橋計畫及本校康堤景觀整治，既有動物舍與現有景觀
更顯格格不入，為提升動科系實習及計畫執行品質，配合周遭景觀重新規劃動
物試驗舍，預計為地上 1~2 層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1,386 m2，預算約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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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105 年 4 月 30 日開工，106 年 3 月 3 日竣工，並於 106 年 7 月 17 日取得
使用執照。
4.仁齋內部整修工程
本校男生宿舍興建於民國 66 至 69 年間，相關設施已老舊，為改善男生宿舍住
宿品質，預計整修仁齋公共區域及辦理內部隔間整修，預算約 2,000 萬元，宿
舍改善後模擬圖如圖 1。本案為免影響學生住宿權益於 105 年暑假期間進行仁
齋公共區域及內部隔間整修工程，105 年 6 月 16 日開工，105 年 9 月 19 日竣工，
105 年 11 月 21 日驗收合格。

圖 1 仁齋男生宿舍改善後模擬圖(四人房)
5.男宿禮齋房間內部及公共空間整體改造
本校男生宿舍興建於民國 66 至 69 年間，相關設施已老舊，為改善男生宿舍住
宿品質，整修禮齋公共區域及辦理內部隔間整修，預算約 3,400 萬元，宿舍改
善後如圖 2。本案為免影響學生住宿權益於 106 年暑假期間進行禮齋公共區域
及內部隔間整修工程，106 年 6 月 5 日開工，預計 106 年 8 月 25 日竣工，106
年 10 月 6 日驗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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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禮齋男生宿舍改善後模擬圖(四人房)
6. 男生宿舍智齋房間內部及公共空間整體改造工程
本校男生宿舍興建於民國 66 至 69 年間，相關設施已老舊，為改善男生宿舍住
宿品質，整修智齋公共區域及辦理內部隔間整修，預算約 3,600 萬元，宿舍改
善後如圖 3。本案為免影響學生住宿權益於 107 年暑假期間進行智齋公共區域
及內部隔間整修工程，107 年 7 月 1 日開工，107 年 8 月 24 日竣工，107 年 10
月 15 日驗收合格。

圖 3 智齋男生宿舍改善後(四人房)
7.圓廳補領使用執照
學生活動中心(圓廳)自民國 70 年竣工，為本校學生餐廳用餐及社團活動重要場
所，惟因故未取得使用執照，雖經 921 地震考驗，然耐震能力需再補強，消防
設備及無障礙設施需配合現有法令修繕，為提供安全用餐及活動環境，首要即
為取得使用執照，後續再辦理相關設施及空間改善，預算約 2,770 萬元；辦理
補領使用執照程序，本案於 106 年 1 月 20 日開工，106 年 11 月 3 日取得使用
執照，106 年 11 月 17 日竣工，106 年 12 月 7 日驗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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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男生宿舍義齋房間內部及公共空間整體改造工程
本校男生宿舍興建於民國 66 至 69 年間，相關設施已老舊，為改善男生宿舍住
宿品質，整修智齋公共區域及辦理內部隔間整修，預算約 3,500 萬元。本案為
免影響學生住宿權益於 108 年暑假期間進行義齋公共區域及內部隔間整修工
程，108 年 6 月 22 日開工，預計 108 年 8 月 24 日竣工，使同學於新學期有嶄
新居住環境。
9. 女生宿舍勤軒房間內部及公共空間整體改造工程
本校女生宿舍興建於民國 72 年，相關設施已老舊，為改善女生宿舍住宿品質，
整修勤軒公共區域及辦理內部隔間整修，預算約 2,100 萬元，宿舍改善後如圖
4。本案為維護學生住宿品質本學期暫停開放住宿，並於 108 年 5 月 1 日開工，
進行勤軒公共區域及內部隔間整修工程，108 年 7 月 24 日竣工並驗收合格，使
同學於新學期有嶄新居住環境。

圖 4 勤軒女生宿舍改善後(四人房)
10.第二餐廳新建工程
本校學生活動中心原僅有自助餐及中式餐廳，為增加本校師生更多元性選擇，
106 年 4 月已完成圓廳 B1~2F 招商作業，陸續將完成裝修工程，屆時可提供嶄
新的複合式餐飲空間。另為考量師生用餐權益並藉此提升用餐品質，本校已著
手於綜合教學大樓旁規劃第二餐廳，已委託坤翰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規劃
為地下 1 層地上 3 層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1,983 m2，預算 8,300 萬元。
11.立體機車停車場新建工程
目前學生機車的數量急遽增加，學校周邊東側三門雖已設有機車停車場，但足
夠容納停機車的區域卻日顯不足，為解決校園機車停車空間問題，本校陸續於
101 年~107 年進行停車空間整修增加 500 停車格，仍因學生的機車停放於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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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兩側，或是周邊鄰里的巷弄，造成出入的不便，學校為改善學生安全及友善
鄰里，興建立體機車停車場，並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開工，預計 108 年 08 月
02 日竣工，預計可提供 355 個機車停車空間，藉以改善停車問題。
12.校園南方(含田徑場司令台周邊)景觀整改善及空間活化與周邊附屬設施整修
為配合臺中市政府「綠川興城」計劃及因應本校百年校慶活動進行「校園南方(含
田徑場司令台周邊)景觀整體改善及空間活化工程」，透過本案將原有垃圾回收
場拆遷併將周邊附屬設施，如田徑場、籃球場及人行步道整修改善等工程，總
預算經費 7,700 萬元，各項工程陸續於 108 年 5 月開工，預計 108 年 10 月底竣
工，屆時將使原本沉寂的南側校園邊界有了嶄新氣象，沿著康堤水岸讓學校與
社區之間的連結更為緊密，使本校成為文教水岸大學城。
13.食品安全與農業資材檢測研發推廣大樓(永豐金控實體捐贈)
為強化認證食安檢測的各個環節，永豐銀行將與本校合作打造國家級檢測中
心，為台灣的農業及食品安全盡心力，規劃興建地上九層、地下兩層建築，主
要用途為食品安全與農業資材檢測研發試驗，以及認證推廣服務，大樓基地位
於防檢局中區分局防檢疫大樓旁，占地約 992 m2，總樓地板面積約 11,144 m2，
107 年 9 月 28 日取得使用執照，107 年 10 月 03 日竣工，107 年 11 月 15 日驗
收合格。
14.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新建工程(部分經費由程泰集團捐款)
為促進本校發展與精密機械及工具機產業的合作，程泰集團捐款補助智慧機械
技術研發中心興建，作為相關的技術研發、服務及推廣之用，基地位於機械系
實習工廠，整體工程預算囿於預算限制，擬分二期工程進行，第一期工程總預
算為新臺幣 4,910 萬元，總樓地板面積約 1,400 m2；本大樓預計為地上 2 層建
築物，目前先配合規劃為地上 2 層基礎結構，待後續爭取到相關經費輔助時，
再進行第 2 期(1,520m2)興建，本大樓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2,920 m2。
15.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
獸醫教學醫院於民國 69 年成立迄今，因建築老舊且原有獸醫教學醫院空間狹小
及學院教師分散校內各地與學生實習空間嚴重不足，不論教室大小及數量皆顯
著不足，嚴重影響教學與研究品質。有鑑於此，爰將本校相關系所及研究中心
之空間需求整合，規劃興建「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
樓」
，基地位於獸醫教學醫院原址興建，為地下 1 層，地上 7 層之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 10,730m2，總預算為新臺幣 3 億 3,000 萬元，目前教育部審查可行性
評估報告。
(二)校園整體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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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入口意象景觀規劃方向與設計原則(如圖 3 及圖 4)：
(1)校門外牆重新粉刷為瓷藍色
(2)拆除已故障之跑馬燈板
(3)新增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字樣
(4)燈光設備更新

校門更新前

校門更新後

圖 3 校門日間景觀更新前後對比圖

校門更新前

校門更新後

圖 4 校門夜間景觀更新前後對比圖
(三)校園永續環境的理念
1.2006 年由於高爾的「不願面對的真相」發表，使得全球暖化的議題延燒到一般
人們的生活中，環保已然變成了全民話題，經濟部於 2008 年 8 月推動「政府機
關及學校四省(省電、省油、省水、省紙)專案計畫」，以精進政府機關及學校節
約能源成效，拋磚引玉，期引導民間採行節約能源措施，落實全國節能減碳行
動。
2.2011 年 9 月 26 日政府更於「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中提出「永續環境」為國家
重點建構的八大願景之一，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節能減碳已為各國永續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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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本校亦不落人後，於 2012 年於校務會議通過國立中興大學節能減碳管理
辦法，為確保永續經營發展，節約用水、用電等，故推動此辦法。另為確實施
行，陸續通過節能減碳執行委員會設置要點、行政作業無紙化實施計畫及節約
用電執行績效獎懲要點，以確保本校總體用電量負成長。
3.總務處配合定期彙報各大樓各月用電度數統計，並公佈於總務處網站並推動冷
氣機節能控制器安裝工程、逐步汰換舊有建物 T8 燈具、選用節能燈具、圖書館
照明設備改善等節能措施；105 年陸續爭取經費進行智慧路燈與智慧電錶建置，
透過用電資訊即時、公開、透明，可瞭解使用耗能改變用電習慣，107 年向「內
政部建研所」爭取經費進行「107 年度空調、照明暨主機最佳化運轉能源管理系
統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於圖書館、土木環工大樓與行政大樓進行空調及照明改
善，同年亦向「臺中市政府」爭取補助「107 年臺中市住商節電補助計畫」進行
「校內建築物照明設備汰換工程」將綜合大樓、體育館及生科大樓進行舊有高
耗能照明設備汰換，進而達到節能減碳之效。
(四)提升效率，推動總務工作 e 化
配合校務推動、縮短作業時間、提升工作效率並與時俱進，目前推動之總務工作
e 化為：校園地理資訊系統、財物管理系統、出納收據系統、學雜費繳費 e 化、
營繕報修申請系統等。
(五)整合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總務工作圈
配合校務發展政策，整合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之總務相關單位，以總務工作圈交流
平臺為基礎，訂定短、中、長程目標，分年推動綜合大學永續校園白皮書、永續
校園績效指標管理系統建置、建構生態校園並推動四校校園植物病蟲害防治維護
與植栽改善方案等工作。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優良的校園環境不僅影響學生的學習情緒及教師的教學績效，更可強化師生對學校的
認同並創造共同且美好的記憶，並增進教學、研究、學習正面能量與效能，透過系統
化策略，可略分為 4 項執行方式及 9 項發展策略，此 4 項執行重點於「支援」與「政
策」主要為持續性業務精進；「發展」與「整合」則為創新規劃，如圖 5 所示，另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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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總務處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概述圖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
1.支援教學、行政體系
(1)辦理校內各項財物採購、建教合作計劃案及圖書儀器等採購業務，並推動科研
採購。科研採購具標期短並可縮短採購時程等優點，故以此支持校內教學研究，
簡化採購流程。
(2)校園植栽改善
中興大學歷史悠久，自 1919 年建校以來，至如今已 90 餘年，校園內處處綠蔭
成群、花木扶疏、草地茵綠，為興大師生創造良好的研究、學習環境，亦為市
民休憩、拍照的熱門景點，但校園內缺乏整體性之植栽景觀設計及颱風季節大
樹傾倒之校園安全隱憂。因此，本處擬進行校園樹木之整體健康普查，以預防
並改善具潛在危險之校內樹木。
(3)交通改善
配合校園入口軸線規劃設計、人車分流、出入口規劃，將車輛疏導至不同出入
口，改善現有交通易於堵塞之情形。
(4)校舍空間有效管理
配合本校校園地理資訊系統將校舍空間做 e 化建置外，亦定期辦理本校空間分
配及管理委員會，並建立借用研究計畫辦公室機制，以解決校內優秀教師計畫
空間不足之情形，促進校舍空間之有效性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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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落實財產管用合一制
配合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政策，推行使用人為保管人，落實管用合一，並積極且
確實辦理全校公有財物盤點計畫。
(6)總務內部控制
配合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及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擬定總務總體業務內部
控制作業，並落實風險層級控管且定期辦理內部作業層級自行評估。
(7)校園安全
為維護校園安全、預防犯罪並降低突發事故，於校園設置 25 個巡察點並貼心
設有女子防護措施，提供夜歸護送服務。
2.推動政策
(1)落實永續校園之節能減碳措施
執行本校節能計畫及節能設備更新，例如：裝設冷氣節能控制器、定期維護相
關設備、逐步汰換耗能設備。
(2)配合推動與執行校園內各校建設
因工程辦理期間較為冗長，採購作業亦需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為避免校內
使用單位不熟悉採購程序，延誤前置作業時間，同時亦期能改善工程品質，故
制定工程作業基準之標準作業流程，以程序標準化、採購透明化、制度法治化，
積極辦理相關業務。
(3)推動校園無障礙境
近年來國內大學院校針對校園整體無障礙規劃的觀念日趨成熟，因應時代變
遷，使用者對建築物空間、動線之需求與期待亦已大不相同。本校陸續自民國
88 年至今陸續建置友善校園的無障礙改善工程，為使校園無障礙環境更臻落
實，故擬於 106 年進行校內無障礙環境及設施普查，分年分項辦理改善，期透
過校園無障礙設施之改善，使校內身心障礙人士及高齡者感受本校友善貼心之
服務，107 年因舊有黑森林步道為磁磚鋪面，因雨路滑且不利身心障礙人士使
用，藉以改為混凝土舖面改善舊有路滑問題且整修後可供身心障礙人士通行。
(4)配合推動校園太陽能光電
發展再生能源已成為全球各國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對策之一，為加速太陽
光電等再生能源設置普及化，配合政府綠能政策，將本校建築屋頂閒置空間再
利用，增設太陽能光電設備，除可發電增加收益外，亦可隔熱，降低建築物頂
樓之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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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規劃方案
1.發展方案
(1)新興大學城
校園建設發展的歷史軌跡，於校園內多處可見。過去幾年，配合政策致力於推
動校園基礎建設，亦與周邊社區協同認養維護校區周邊環境(例：康橋)，從去
年(103)起，逐步改善校園周邊環境，進行旱溪整治、拆除校內東北角舊圍牆，
興建興大廣場、整建男女生學生宿舍等，期提供嶄新－新興大學城之樣貌予校
內教職員工。
A.改善校園周邊環境及旱溪整治：旱溪是大里溪支流，流經原台中縣市的大里
市、烏日鄉，以前曾常常發生水患，後政府進行整治，旱溪改道。水利署第
三河川局後於本校旁執行「康橋計畫」，進行週邊河川景觀進行整治，本校
亦配合進行校內環境整體規劃，該區原本雜草的環境，經整治後，讓周邊整
個環境蛻變為環河美景。康橋計畫不僅整治河川，還增設景觀橋、自行車道、
休憩平台等，景觀大翻轉，居民更與本校學生組成「康橋志工隊」以維護美
景。
該區經本校二次公開徵求命名後，興大將該堤岸命名為「興大康堤」。
本處亦於整治初期配合排除校地遭不特定人士種菜、堆置雜物，並辦理旱溪
周邊國有土地無償撥用事宜，後續進行環境整體之綠美化工程，該工程長度
約 200 公尺，除整地外，亦辦理廣場步道舖設，另由本校 EMBA 校友會理事
長募資進行自動噴灌、照明、草坪舖設等工程，集眾人之力共同完成。
B.社區環境整體營造：為提升本校與社區的溝通互動，本校於 104 年 9 月特舉
辦與南區社區營造座談，並邀請臺中市南區區長、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
局分局長、正義派出所所長與南區 15 位里長與會，期能經由座談互談，強
化學校與鄰里之結合。
(2)總務業務 e 化
配合校務及政府政策推動，陸續建置校園地理資訊系統、財物管理系統、出納
收據系統、學雜費繳費 e 化等系統，及推動「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採購機制，
俾利於提升行政效率及減少相關業務用紙量，茲說明如下
A.校園地理資訊系統
系統分為三部分，分別為「興大校園導覽 APP」
、
「校園地圖導覽」及「校園
地理資訊系統公務版」，結合校園電子地圖、航照圖及各建物空間測繪等資
訊，建立直覺式的操作界面，提供新生入學、師生訪客能快速查詢欲到訪之
單位、地點。此外，為簡化人力，有效提升單位承辦人員的行政效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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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地籍、建照、管線(自來水、地下水、高壓電、光纖電信)等資料，並開
放提供各單位查詢各大樓空間面積、設施等。
B.財物管理系統
建置新版財物管理系統，結合人事、行政組織資料，能即時更新財產管理人、
使用保管人之資料並有效管理，另連結主計室請購核銷系統，期能簡化各使
用單位登打財產資料之人力、時間成本並減少錯誤。
C.出納收據系統
藉此系統之建置，除可結合會計、出納系統彙整及有效管理收據，避免重覆
開立或漏開發票外，亦可經由系統電子化建立而減少因人力作業造成之錯誤
並建立統計、檢核、控管流程，有效提升效率。
D.學雜費繳費 e 化系統
改善以往同學補繳費後學雜費承辦人需逐一手工鍵入學生補繳之欠費項目
並手工銷帳複雜的程序作業。
E.營繕報修申請系統
e 化時代來臨，為讓報修者能即時報修，藉由系統建置可隨處報修，以改善
原有傳遞報修時效及提升修繕處理效率，報修者亦可瞭解報修案件處理進
度。
F. 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採購機制
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推動公告金額以下電子採購機制，簡化採購作業
流程，減少本校及投標廠商之人力及時間成本，提升採購效率。
2.整合方案
(1)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總務工作圈
藉由臺灣綜合大學系總務工作圈之定期會議，截長補短，啟動相互合作模式，
進行實質對話與交流，並於會中討論推動永續校園之具體實施方法及業務執行
情形，建立四校互為學習模式。
(2)台中市政府合作改善週邊交通
A.本校與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合作，於 104 年 9 月 9 月啟用本校校門口興大路與
仁德街口及校區內中興湖旁之 iBike 租賃站，校區學生及週圍住戶皆可利用
iBike 暢遊興大綠園道及校區內各景點，且能行經南區健康公園、忠明南路自
行車道，或至南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東區二二八紀念公園及東光園路自
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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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為改善校園週邊停車空間，本校與市政府交通局協商，已於興大路綠園道增
設 350 個及忠明南路地下道上方 200 個機車停車格位以供學生及附近民眾使
用，以期紓解校園周邊機車停車問題。
四、預期效益
(一)美化校園與建設以強化師生及社區民眾對本校的認同感。
(二)籍由環境綠美化及環境整潔提升校園環境舒適度。
(三)配合校務發展執行整體校門入口景觀軸線計畫，除可提升校園整體景觀，亦可透
過人車分流等設計，改善校園交通狀況。
(四)整修與興建工程，增加學生學習空間及提升研究學習品質。
(五)推動總務業務 e 化，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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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一、現況說明
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簡稱環安中心)成立於民國 95 年，為一級單位，工
作職責為提昇校園環境品質，推動校園環保工作，防止職場之意外災害，以達成永續
校園的目標。
目前環安中心下設環境保護組與安全衛生組，編制主任一名，組長 2 名，技術師
2 名，副技術師 2 名，技工 1 名，聘僱護士 1 名，，事務助理員一名。編制雖然精簡，
歷年來在積極配合協助學校推動各項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工作之下，除了獲得主管單
位頒發的許多環安衛相關獎項之外，也達成了下列主要成果
(一)校本部實施「有機生態校園」(Organic Eco-Campus)，獲得平面與電子媒體的廣泛
報導與肯定。
(二)為 ULSF (University Leader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簽署「塔樂禮宣言」(The Talloires
Decla)。
(三)取得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為示範學校。
(四)取得 ISO-14064 溫室氣體管理系統認證。
(五)取得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六)民國 104 年本校惠蓀林場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七)民國 104 年度獲臺中市校園資源回收垃圾減量評比第一名。
(八)民國 107 年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職場認證健康啟動標章」認證。
(九)民國 108 年獲得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通過。
在這些既有的成果上，環安中心仍將針對不足之處持續改善，以達成校園永續發展的
目標。

二、發展重點
環安中心致力推廣「永續校園」的理念與政策，以及消除工作場所任何可能導
致災害、污染與個人傷害、疾病的危險因子。經審視現階段學校的需求與所面臨的問
題，本中心擬定之中程發展計畫重點包括：
(一)營造優質永續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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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進步、安全、衛生、健康、人性化的學習環境空間，培養學生具生態永續素
養，落實綠色大學永續校園之推動理念。
(二)強化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工作
藉由教育訓練期許工作者，能了解職場潛在危害並預防危害的發生，並達到「自
護、互護、監護」零災害的研究教學環境。
(三)創造有利健康的職場環境
積極推動員工健康檢查計畫及臨場健康服務，除達到完全符合法規之分級健康管
理，也可針對高風險個案進行工作型態調整，創造有利於工作者健康的職場環境。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營造優質永續的校園環境
1.持續性精進業務方案
(1)持續推動校園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A.已建置本校溫室氣體盤查系統，可供檢視歷年各排放源狀況，自基準年（100
年）迄今已減少約 30%溫室氣體排放量，未來將持續保持，以確實推動減少
或不增加本校溫室氣體排放量。
B.透過總務處進行教室及辦公室傳統燈具改裝為 LED 燈具，並導入 ESCO (Energy
Services Company)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計畫，以確實推動本校節能減碳及溫室
氣體減量。
(2)持續推動校園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A.以校園屋頂太陽能光電系統、中興湖有機生態校園及綠色農場（畜牧場）為
環境教育主題，透過社區民眾共同參與的熱忱與意願，帶動社區活絡及促進
地方特色產業發展。
B.善用校本部生態有機校園之資源並配合推動校園生態導覽，廣為向各國高中
小以及社會大眾進行環境教育及宣導，以服務學生與民眾。
(3)舉辦校園永續競賽
協助推動校內永續相關課程、節能成效及省水成效等，提高對永續議題的關注
以及對綠色校園的宣導，提升綠色大學推動成效。
(4)持續推動綠色大學永續校園
A.依據世界綠色大學評比指標，配合前述三項發展策略，持續改善校園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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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與廢棄物處理等實施成效。
B.強化綠色大學委員會之功能，確實督導全校各單位落實綠色大學之精神與實
質內涵。
(5)持續建置校園水資源再利用與處理系統
A.協助建置本校雨水回收及噴灌系統，作為校園景觀綠美化澆灌用水，以減少
生活污水排放量，並降低校區自來水或地下水需求量。
B.協助建置本校雨污水分離系統，以處理本校日益增多之生活污水，並配合臺
中市政府規劃，將污水逕行納入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6)建置校園屋頂安裝太陽能光電系統
A.配合總務處資產經營組逐步進行校本部校舍安裝太陽能光電系統計畫，以落
實節能減碳、增加收益及降低營運成本。
B.規劃相關展示設施與教案，使太陽能光電系統兼具教學、參觀展示或經驗分
享之用途。
(7)調查校園病媒蚊密度，確實減少病媒蚊孳生源
A.擬訂校園內病媒蚊密度定期調查計畫，掌握校園病媒蚊密度分布狀況，據以
確實做好校園環境整理，減少病媒蚊孳生源，降低病媒蚊傳播疾病的可能性。
B.訓練全校各系勞作教育小組長正確的病媒蚊孳生源篩選與清理方法，確實帶
領勞作教育同學做好全校病媒蚊防治工作。
2.創新規劃方案
(1)規劃「校園環境與安全稽查」
不定時巡視校園，若有需要改善事項，依「校園環境與安全巡查管理流程表」
開立「校園環境與安全巡查紀錄表」並追蹤覆查。
(2)規劃校內辦公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監測
安排室內空氣品質監測時程，以維護校內各辦公場所之教職員工健康。
(二)強化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工作
1.持續性精進業務方案
(1)持續落實師生員工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A.持續定期舉辦新進人員(含外籍人員)之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並確實督促及落
實全員受訓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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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持續定期舉辦在職員工的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以符合法規之回訓要
求。
C.規劃針對工作場所負責人開辦「風險評估」訓練，以確實掌握工作場所之風
險指數，據以擬定可有效降低風險(失能傷害頻率及失能傷害嚴重率)的防護
措施。
(2)提高工作場所查核之法規符合率
A.強化全校工作場所之職業安全衛生稽核工作，針對缺失進行輔導，限期改善。
B.逐步建立各工作場所稽核紀錄，並研擬獎懲措施，違規率高者列為重點稽核
對象，表現良好者將擇優獎勵。
(3)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A.建立網路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方便工作人員及管理單位使用及查詢。
B.申請教育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或 TOSHMS 認證，提昇本校安全管理績效。
(4)透過財產管理系統與化學品管理系統，篩選使用毒化物或危險性機械設備之工
作場所，加強進行查核及教育訓練。
2.創新規劃方案
(1)建立全校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請系所及單位各研究場所負責人並配合填寫
之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
(2)財產、意外損失重點預防，將嘗試透過總務處財產管理系統，建立各工作場所
財產密度統計資料(例如：設備金額/坪數)，針對具財損高風險工作場所加強進
行查核及教育訓練。
(三)創造有利健康的職場環境
1.持續性精進業務方案
(1)落實職場母性健康保護
A.將規劃建置「妊娠健康管理報喜系統」，請妊娠中、分娩後一年內及哺乳同
仁至網站通報，提供妊娠同仁專用之「好孕車位」及 12 個月之汽機車停車
優惠，以落實職場母性健康保護。
B.透過教育訓練與宣導，讓工作場所負責人以及妊娠同仁皆確實瞭解並注意妊
娠工作者應避免從事之工作項目。
(2)興辦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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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透過問卷調查，掌握可能有人因性危害或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同仁，建
立追蹤關懷名單。
B.依據法令規定，每月安排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到校臨場服務，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諮詢工作。
(3)每年持續辦理本校在職勞工之年度健康檢查。
(4)建置在職勞工健康資料庫，依據健康檢查結果分級管理，針對高風險者優先進
行追蹤關懷，以預防職業傷病，落實勞工健康照護。
2.創新規劃方案
(1)積極維護員工健康、預防健康危害，訂定校內職場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
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計畫
(2)針對本校暴露於人因性危害因子之肌肉骨骼傷病高風險工作者，執行肌肉骨骼
健康評估之基礎動作篩檢測試，早期篩檢肌肉骨骼症狀、降低發生職業肌肉骨
骼危害之風險。

四、預期效益
(一)營造優質永續的校園環境
1.透過各項校園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之執行，達成校園節能減碳之目標。
2.完成校本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提供師生及民眾一個優質的環境教育場域。
3.推動綠色大學永續校園，提昇校園環境生活品質。
4.校園房舍屋頂廣設太陽能光電系統，除協助頂樓降溫，並可增加本校收益。
5.完成校園水資源再利用與處理系統之建置，降低校區自來水或地下水需求量。
6.確實掌握校園病媒蚊密度分布現況，可更有效地減少病媒蚊孳生源，降低病媒
蚊傳播疾病的可能性。
7.透過「校園環境與安全稽查」，提昇校園環境安全。
8.透過校內辦公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確保辦公場所之教職員工健康。
(二)強化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工作
1.全面落實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培訓職場安全衛生教育人才。
2.營造更安全之工作環境，降低職能傷害頻率與傷害嚴重率，並建立工作人員應
該具備的工作行為準則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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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文件管理電腦化及網路化，除創造無紙環境及節能減碳之外，也讓工作人
員與管理單位更方便迅速的進行資料查詢與管理工作。
4.重點管理財損、職災風險較高的工作場所，將可提昇管理效益，降低財產與職
災損失。
5.透過研究場所運作管理系統建立全校研究場所風險管理制度，以利輔導及管理
校內研究空間及人員之職業安全衛生觀念建立。
(三)創造有利健康的職場環境
1.提供妊娠人員更安全友善之工作環境，降低其工作風險，達到落實職場母性健
康保護的目標。
2.藉由專業醫師的臨場服務，可協助工作人員發掘並排除人因性及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危害因子，降低人因性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危害的發生率。
3.可透過落實工作人員之健康檢查，建立健康風險資料庫，預防或減少高健康風
險工作人員健康危害之發生。
4.訂定不法侵害之預防計畫，保護每位工作者職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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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一、單位現況
本中心致力於提供校園即時以及安全之計算機及網路服務，以期創造師生教學及
研究所需之高品質的資訊科技環境。除此之外，更配合教育部區網中心與國網中心
TWAREN 學術研究網路之建設及推廣應用以加強提供中部地區之網路服務。
領先全國啟動個資防護機制，導入「個人訊管理系統」（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並完成 BS10012 認證，成為國內大學中第一個完成個資
防護的大學。並於 2015 成立教育體系資安驗證中心，協助全國各級學校資訊安全稽
核追查及驗證。
配合教育部成立教育雲中部雲端資料中心，建置完整的教育雲服務平台，可提供
全國各學術單位發展全國性應用服務所需之環境，整合數位教學資源等。

二、發展重點
(一)雲服務的提升
1.整合虛擬桌面技術，建置雲端化電腦教室系統。
2.整合教育雲及科技部能源計畫、打造中部雲端虛擬主機中心、完成校園主機的
虛擬化、提供中部地區學術單位的雲端虛擬主機服務、支援高效能巨量資料處
理。
4.完成雲端服務風險管理所需之驗證稽核與培訓制度。
(二)提升校園網路建設，充分支援行動學習
1.提升校園網路聯外線路使用效率，依校園網路對外連線特性與使用者群組特
性，實施校園聯外網路分流。
2.建置通用型網路認證機制，滿足異質性無線網路系統認證需求。
3.高速無線網路基地台擴增。
(三)引進軟體定義網路(SDN)技術應用，強化資訊主機安全防護
1.SDN 網路技術應用，提供網路自動分流服務。
2.引進 SDN 服務鏈(Service Chain)機制，擴大網路流量與資安設備服務範圍，並提
升設備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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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經營校園資訊服務使用者社群，提升資訊服務滿意度
1.定期實施【單位網站評鑑】，持續提升單位官網品質。
2.定期網站斷裂鏈結掃描。
3.校園網路線上維修系統建置。
(五)電子郵件加值服務
1.提供郵件歸檔服務(Mail Archive)。
2.提升電子郵件服務品質。
(六)逐步提升校務行政資訊系統能量，積極整合各類資訊系統
1.持續進行系統全面ｅ化。
2.跨單位垂直及平行系統整合，縮短行政流程改善教學研究相關系統，減少人工
作業及朝無紙化目標前進，提高全面效能。
3.提供大數據資料供相關單位分析使用。
4.提供校內人員帳號整合服務。
5.定期更新主機等設備提升效能。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提供完善的軟硬體資訊環境，支援教學研究
(1)電腦教室硬、軟體及相關空間設備之操作、維護與運作管理。
(2)全校授權軟體採購、管理。
(3)教職員電腦外診服務。
(4)學生電腦問題預約諮詢。
(5)視訊會議設備管理。
(6)會議記錄查詢系統、電子報等資料維護管理。
(7)網路轉播(Encoder 維運、轉播相關事宜)。
(8)全校電腦網路機房電力空調、門禁與安全監控系統管理、UPS 與冷氣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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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務行政系統開發、管理與維運
(1)規劃並協助推動校內各項行政業務電腦化工作。
(2)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與應用程式之設計、維護及推展。
(3)校務行政系統主機管理與維護。
(4)計資中心相關登錄系統開發與維護。
3.提供完善的校園網路服務
(1)網路之規劃、建置與管理。
(2)網路主機與伺服器之規劃、建置與管理。
(3)校園無線網路存取認證與管理。
(4)電子郵件服務。
(5)校園網路資訊系統。
4.台中區域網路中心維運與服務
(1) TANet 台中區網中心網路骨幹、校際線路、網路主機與伺服器之規劃、建置與
維護。
(2)協助國網中心 TWAREN GigaPoP 維運。
(3)網路主機與伺服器之規劃、建置與管理、區網 IPv6 規劃、建置。
(4)區網不當資訊防治、網站應用程式弱點掃瞄服務。
(5)中興大學校園雲端服務與設備維護及台中區網虛擬主機系統維護。
(二)創新規劃方案
1.雲服務的提升
(1)整合虛擬桌面技術，建置雲端化電腦教室系統。
A.先調查統計目前校內的電腦教室使用狀況，再建立相對應的服務平台。
B.提供高效能穩定的服務為前提，規劃以 VMware Horizon View 做為 VDI 的解
決方案。
(2)整合教育雲及科技部能源計畫、打造中部雲端虛擬主機中心、完成校園主機
的虛擬化、提供中部地區學術單位的雲端虛擬主機服務、支援高效能巨量資
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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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資訊安全、設備擴充彈性與相容性為資訊基礎設施規劃之首要考量。建立
雲端運算服務平台，提供自助式、自動化、隨選即用、易於管理與彈性調整
之虛擬主機服務。並培養雲端運算服務相關維運人力，提供專業諮詢與系統
導入服務。
B.以全校行政、教學與附屬單位之主機為第一階段虛擬化執行目標，降低校園
雲端運算平台整體擁有成本(TCO)與減少能源消耗；藉由上述導入成果與經
驗擴大營運規模，推展雲端虛擬主機中心服務至中部各學術單位，逐步落實
科技部能源計畫與教育雲計畫之節能減碳與整合教學資源的理想。
(4)完成雲端服務風險管理所需之驗證稽核與培訓制度。
A.與資訊工業策進會合作，結合現有資安驗證中心稽核人力及管理機制，逐步
建立雲端服務風險管理之驗證稽核與稽核人才培訓制度。
B.針對雲端服務應用程式和系統架構定期執行嚴格的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以
確保安全品質。
2.提升校園網路建設，充分支援行動學習
(1)實施校園網路聯外線路分流
A.提升校園網路聯外線路使用效率。
B.依校園網路對外連線特性，實施校園聯外網路分流。
C.依使用者群組特性，執行不同之網路使用與管理政策，滿足不同網路使用之
需求。
(2)建置通用型網路認證機制，滿足異質性網路系統認證需求
A.自建無線網路認證系統，提供跨平台硬體裝置認證機制。
B.提供校園具備適性、彈性的異質無線網路服務。
(3)高速無線網路基地台擴增
A.逐步汰換舊式 802.11a/b/g 基地台，改採 802.11 ac 新式 AP 裝置，提升校園
網路連線速度。
B.建立第二品牌無線基地台運作認證機制，降低無線網路佈建成本，協助各使
用單位提升無線網路涵蓋率。
3.引進軟體定義網路(SDN)技術應用，強化資訊主機安全防護
(1)SDN 網路技術應用，提供網路自動分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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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立校園 SDN 實作環境，進行 SDN 控制器與交換器軟體與設備查訪。
B.因應新技術潮流，累積 SDN 網路運轉經驗與能力。
(2)引進 SDN 服務鏈(Service Chain)機制
A 引進 SDN 服務鏈技術，擺脫傳統 in-line 網路資安與管控設備使用限制。
B.擴大網路流量與資安設備服務範圍，節省開銷並提升設備使用效率。
4.深化經營校園資訊服務使用者社群，提升資訊服務滿意度
(1)定期實施網站評鑑
A.建立單位網站評鑑資訊系統，以線上自評與互評方式，協助檢視單位網站不
足之處，並提供改善意見。
B.定期實施單位網站評鑑，持續提升單位官網品質。
(2)定期網站斷裂鏈結掃描
A.定期自動掃描各校單位網站連結有效性。
B.產生斷裂鏈結報表，建立稽核制度。
C.持續追蹤單位網站斷裂鏈結改善進度，提升網站資訊正確性及可用性。
(3)校園網路線上維修系統建置
A.建立線上網路線上維修系統，提供網路使用者與管理者溝通管道，同時提供
網路故障處理時效稽核功能。
B.基於本校現有校園網路分層負責機制，擴大合作層面與運作機制，提升校園
網路服務滿意度。
5.電子郵件加值服務-提供郵件歸檔服務(Mail Archive)
(1)提供郵件歸檔服務(Mail Archive)
A.延伸現有電子郵件服務，建立歷史電子郵件備份、查詢、與重新收取等功能。
B.與現有郵件服務使用環境充分整合。
(2)提升電子郵件服務品質
A.提供誤刪郵件回復功能，提升郵件服務使用可靠度。
B.提供使用者郵件自動備份機制。
6.逐步提升校務行政資訊系統能量，積極整合各類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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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校內各類資訊系統與簡化及整合各行政處室作業流程，充分利用現有資訊系
統與資料庫，配合本校各行政處室的業務發展，簡化及整合作業流程，開發與落
實業務單位資訊系統的改造，以提昇行政工作效率。並依據校務發展方針，規畫
資訊整合服務，逐步完成資料數位化、創造共享機制、提昇行政效率，進而支援
校務發展決策的終極目標。
7、永續智慧社區創新實證示範計畫
本校「多元智能永續校園建置計畫」在經過 2016~2019 年的四年建設後，智慧照
明管理、智慧用電管理、智慧安全管理、智慧場域服務、智慧軟體服務等五大方
向皆發展出相當規模。五大方向發展，重點都是整合了資通訊(ICT)、雲(Cloud)、
端(APP)、物聯網(IoT)等技術之創新應用，計資中心扮演最重要的整合角色，透
過標準的 Data Exchange 及 API Exchange，將各系統有效整合成數位生態系統
(Digital Ecosystem)。
(1)2016 年建置「安興御守 APP」，在校師生與民眾可利用定位功能即時求援，
通報至校安中心與駐警隊的「校園安全後端管理系統」，達到無所不在的校
園安全網。安興御守 APP」不只是做求援之用，更創新發展出「陪伴回家」
功能。2017 年，42 棟建築物安全死角(特別是各樓層廁所)佈建 309 個
Beacon，讓安興御守 APP 發出求援訊息時呈現精準微定位資訊，進一步解決
室內設置緊急求救鈴之需求。
(2)2016 年建置「興大校園 APP」，以智慧導覽/導航指引應用為主，包含校園生
態、景點導覽與導航指引服務。2017 年進一步在校園佈建 iBeacon，配合本
校整建校園步道，其配套的人文與生態導覽、健康運動資訊、食物熱量表等
功能則納入興大校園 APP，並結合 iBeacon 可進行主動推播。
(3)2016 年建置「空氣品質監測系統」，將校園內健康步道的空氣品質資訊透過
API 即時介接至「興大校園 APP」呈現。
(4)2016 年總務處建置「車牌辨識通行系統」後，計資中心立即將使用資訊同步
於「興大校園 APP」呈現，並於 2017 年即開發出「年度通行費系統」、「洽
公車輛系統」兩個配套系統。2019 年開發「電子邀請系統」基於強化交通指
引目的再進一步整合前述系統，以及同樣與 2019 年開發的「智慧停車導引系
統」加以整合，使用者透過「興大校園 APP」就能取得這些系統的服務與資
訊。
(5)2016~2019 年總務處建置「iEN 智慧節能服務平台」，從一開始規劃就考慮到
各種能源管理應整合於單一系統，納入了 2016~2017 年建置的「智慧路燈管
理」、2016~2017 年建置的「智慧用電管理」、2018~2019 年建置的「智慧水
錶管理」、2019 年建置的「蓄水塔用電管理」。2017 年基於「iEN 智慧節能
服務平台」開放 API，計資中心進行整合開發，介接路燈狀態呈現於「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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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守 APP」成為夜歸參考的安全資訊。另外，iEN 系統上的每棟大樓每日用電
資訊，也是透過 API 介接呈現於「興大校園 APP」，透過資訊公開而進一步
加強宣導節約用電的重要。
(6)2016~2019 年建置「教室智能節電空間管理系統」，共計將 20 間教室納入智
能節電空間管理系統。開發初期就介接既有的「課務資訊系統」及「RFID 卡
證門禁系統」，依據課表管控教室用電及門禁。後續建設也對系統功能持續
擴充，除了原有的空間供電與課表連動等相關功能，更強化系統的權限分權
管理，以及強化系統控制參數的獨立設定，建構單一後台的管理系統，支援
全校性使用。
(7)本校重視的視障友善服務，計資中心於 2017 年協助藝術中心建置視障行動友
善導覽服務，2019 年再開發出更創新的 LINE Bot 服務模式應用於校史館導
覽，透過 LINE 對話方式提供更直覺的使用模式，而其對話互動機制在未來也
可以再進一步導入自然語言處理 AI 引擎處理語意分析，就有機會讓使用者以
自然語言方式來進行對話互動。
(8)2017~2019 年建置新一代的「雲端智慧監視系統」，採 AI 人工智慧辨識警做
即時事件通知及手機推播通知。2018 年 AI 人工智慧辨識增加行人重識別
(Person Re-ID)技術於同一攝影機，提升成為「校園犯罪預警系統」。2019
年 AI 核心演算法再進化成 Person-Re ID 衍伸至跨攝影機間的判讀，進一步
提升成為「智慧化疑犯追蹤系統」。
(9) 2019 年建置「智慧化防災疏散功能」整合於「安興御守 APP」內，將建築物
樓層立體化平面圖、逃生路線、逃生出口、滅火器位置等呈現於手機 APP，
讓進入建築物的民眾可以事先瞭解，並且在緊急狀況發生時以 AR 擴增實境定
向呈現逃生指引，導引受困民眾至最有效的疏散出口，就能更安全迅速的逃
離火場。
(10)2019 年建置「聲音攝影機導入監測校園角落安全」，讓校安監控更容易掌
握異常狀況發生，採用陣列式麥克風收錄環境聲音，依音頻級別的活動、音
頻譜進行聲音分析，並進行聲音可視化，主動發出警示通報。
(11)2019 年建置「宿舍洗衣機物聯網智慧管理系統」，將洗衣機結合物聯網智
慧管理，提供住宿學生一個可隨時隨地查詢洗衣設施使用狀態的管道，全面
提升校園生活環境品質。

四、預期效益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提供完善的軟硬體資訊環境，支援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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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及維護提供全校教學研究用軟、硬體最佳使用狀態。
(2)軟體嚴謹管理，尊重智慧財產權。
(3)提昇使用者資訊網路環境，跟進資訊脈動。
(4)資源公平合理分配與使用。
2.校務行政系統開發、管理與維運
(1)協助校內各行政單位行政業務電腦化，提升行政效率。
(2)建立教務相關資訊線上處理及公告系統，強化教學資訊即時性。
(3)利用資料庫及網路技術，建立電子化校園資訊系統。
3.提供完善的校園網路服務
(1)提供學術研究網路使用之基礎平台設施。
(2)提供校園網路伺服器服務。
(3)引進網路相關技術以提供較佳網際網路服務品質。
(4)網路使用規範與管理。
4.台中區域網路中心維運與服務
(1)提供學術研究網路使用之基礎平台設施。
(2)引進網路相關技術以提供較佳網際網路服務。
(3)維護 TANet 學術網路正常運作。
(二)創新規劃方案
1.雲服務的提升
(1)整合虛擬桌面技術，建置雲端化電腦教室系統
A.有效活化軟體授權及使用效率。
B.提高支援研究教學的能量。
C.提供更彈性有效率的雲端服務。
(2)整合教育雲及科技部能源計畫，打造中部雲端虛擬主機中心，先完成校園主
機的虛擬化，進一步提供中部地區學術單位的雲端虛擬主機服務，同時支援高
效能巨量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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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各單位不必投入建置雲端運算基礎設施之成本。
B.各單位可節省管理人力與設備維護成本、減少能源消耗與冷卻成本，降低碳
排放量。
C.端虛擬主機運作於高可用性平台，不會因為單一硬體故障造成服務停擺。
(3)完成雲端服務風險管理所需之驗證稽核與培訓制度
A.能培訓稽核人力，全面提升雲端服務的安全性。
B.確保雲端服務系統的高可用性、災難復原及營運持續。
2.提升校園網路建設，充分支援行動學習
(1)實施校園網路聯外線路分流，以多重路由(multi-route)佈建，提供容錯、不中斷
及高效率之校園網際路連線服務。
(2)異質性無線網路認證系統整合，增加無線網路佈建選擇彈性，並降低設備購置
成本。
(3)高速無線網路基地台擴增，充分支援校園無線行動學習。
3.引進軟體定義網路(SDN)技術應用，強化資訊主機安全防護
(1)SDN 網路技術應用，提供網路自動分流服務，引進服務鍊技術，採用軟體定義
網路解決方案，符合網路科技潮流。
(2)分散式 DNS 系統建置，強化主機安全防護
A.增加校園網路運作及管理彈性，提升校園網路服務品質。
B.確保網路服務不中斷。
4.深化經營校園資訊服務使用者社群，提升資訊服務滿意度
(1)實施單位網站評鑑
A.建立單位網站評鑑資訊系統，以線上自評與互評方式，協助檢視單位網站不
足之處，並提供改善意見。
B.定期實施單位網站評鑑，持續提升單位官網品質。
(2)校園網路線上維修系統建置
A.提升校園網路使用者滿意度。
B.充分支援校園行政、教學、研究網路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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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子郵件加值服務
(1)提供郵件歸檔服務(Mail Archive)
A.降低使用者錯誤操作損失，提升郵件服務使用可靠度。
B.提供歷史郵件取回機制，滿足使用者郵件歸檔需求。
(2)提升電子郵件服務品質
A.無痛郵件服務品質與使用安全性提升。
B.使用者介面與郵件歸檔服務自動整合。
6.逐步提升校務行政資訊系統能量，積極整合各類資訊系統
(1)積極整合校內各類資訊系統：
整合校內各類資訊系統與簡化及整合各行政處室作業流程，藉由本校完整的資
料庫系統平台，逐步整合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作業程序之電腦化。
(2)規畫及統整各類資訊，即時提供作為校務發展規劃執行所需之參考數據，作為
學校持續頂尖研究、教學提升與強化優質校務營運發展的主要依據。
(3)使用 google 平台 API 等功能提供更多元的介面服務。
(4)增加多數線上系統及手機介面,減少行政臨櫃及無紙化。
(5)各單位資訊整合，流程透明化，減少流程，查詢便利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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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體育室
一、單位現況
(一)組織編制:體育室下設場地器材組組長 1 名、業務承辦 3 名，救生員 1 名，綜理下
列業務
1.研擬運動場區使用規章、管理辦法確實督導執行。
2.協助辦理全校性體育工作。
3.處理全校體育行政相關業務。
4.辦理運動場地規劃、器材添購及維護、報銷等事宜。
5.協助推動社區體育發展，辦理場地租用事宜。
6.體育室運動區中長程計畫之擬定
(二)運動場館
1.400 公尺 PU 標準田徑場 1 座 。
2.室外球場：籃球場 12 面，排球場 8 面，五人制足球場 1 座，硬地網球場 4 面、
紅土網球場 2 面。
3.室內游泳池：50 公尺標準池 1 座，25 公尺溫水練習池 1 座。
4.綜合體育館 1 座：楓木羽球場 12 面(可做為排球場 3 面使用)、舞蹈教室 1 間、
健身房 2 間、會議室 1 間、視聽教室 1 間、PU 綜合球場 2 面(可做為排球場或籃
球場使用)、桌球室 2 間、多功能教室 1 間等。
5.高爾夫練習場。
6.溜冰場。
7.攀岩場。
8.棒壘球投捕打擊練習場。
二、發展重點
(一)充實運動場館設施，打造優質運動環境
學校運動設施主體結構老舊，利用資源爭取經費改善體育教學、訓練與休閒運動
環境，依中程計畫逐年改建場館，提供友善安全運動環境，本校於 108 年完成體
育場域多項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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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館朝多元化經營管理，綠能永續發展挹注校務基金
配合未來高教環境發展，增加人力成立經營管理組，改善活化閒置空間，利用閉
館時間多元發展經營，改善電力系統朝綠能永續發展。朝經費自給自足，持續投
資建設運動設備改善運動環境，為校務基金挹注更多經費。
三、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逐年改善運動場館，提供友善優質運動環境
(1)已完成重要事項
A. 105 年 8 月完成興建溜冰場，提供更完善的運動空間。
B. 105 年 10 月增建第二休閒健身房，提供完善有氧健身空間，鼓勵師生健身。
C. 106 年 5 月興建身障專用電梯。
D. 106 年 6 月改善運動區龜裂問題，整修室外 9、10 籃球場。
E. 106 年 12 月興建 2 面紅土網球場，改善教職員及代表隊練習場地。
F.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8 月陸續更換室外運動場區及體育館 LED 燈具，改善運動
場域照明系統，建構智慧化及節能減碳的運動場域與服務。
G. 107 年 10 月完成整修體育館羽球場楓木地板。
H. 107 年 11 月起至 108 年 7 月完成 2F 羽球場通風系統增建、舞蹈教室冷氣汰換
及多功能教室吊扇設置。未來持續規劃改善 B1 綜合球場通風系統
I. 108 年 1 月完成增建體育館周邊停車空間，解決體育館辦理大型活動停車不足
問題。
J. 108 年 8 月完成興建棒壘球投捕打擊練習場，提供專屬投捕及打擊者練習場。
(2)持續執行事項
A. 108 年 10 月完成整修室外籃球、排球、網球場及排球練習牆等，提供全校師
生及社區民眾更優質的運動環境。
B. 游泳池外租民間企業，改善設備利用率並節省開支增加收益。
C. 持續向教育部體育署申請充實體育器材經費，增添及提升體育健身器材。
2.開放校園運動設施，推動社區運動風氣
203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1)室外場館提供夜間燈光，開放田徑場、籃球場、排球場、溜冰場及單雙槓場地
供社區民眾使用，推動社區運動風氣。
(2)游泳池外租民間企業經營，提供社區民眾使用，增加設施使用率。
(3)開設寒暑期運動運動營隊，提供社區民眾學習運動技能。
(4)成立中區網球訓練站，提供台灣中部地區之網球選手能有良好的訓練場域，培
養網球專業人才，善盡大學與在地結合，回饋社會責任。
(二)創新規劃方案
1.運動場館電力建設朝綠能永續經營發展
(1)運動場館已於 108 年全面更換成 LED 燈具，電力開關控管採電腦化節省電費降
低管理人力。
(2)推動使用者付費制度，室外場地已建置感應付費系統，預計 108 年底實施。
(3)冷氣裝置逐年汰換成變頻冷氣節省電力。
2.持續改善運動場館活化閒置空間
(1)設立便利商店與餐廳，改善場館環境更便利、休閒化及生活化。
(2 改善淋浴設備並利用閒置空間提供置物區，增加使用者便利性。
(3)體育館二樓增設 2-3 面籃球場設備及場地保護設施朝多元化經營發展。
(4)田徑場區閒置空間活化利用，結合康堤成為休閒運動觀光景點。
3 發展學校特色運動，樹立健康校園形象
(1)配合各處室興建健康步道，提供運動、休閒、觀光、知識與健康功能。
(2)結合企業舉辦校園特色運動，推廣全民運動，形塑健康校園形象，增取媒體曝
光率行銷學校。
四、預期效益
(一)提供友善及安全的教學品質與運動環境。
1.整建淋浴設施及增設置物空間，引進便利商店，讓教學及運動環境更生活及休
閒化，有助於提升運動風氣。
2.帶動校園運動風氣，有效促進師生身體適能。
3.校內活動凝聚各系師生團隊榮譽感與情感，營造健康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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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動全校共同時間，共同參與社團、講座及運動，打造學校為活力健康校園。
(二)有效整建規畫場館，讓運動場館更加完善
1.105 年起陸續完成多項運動場域改善工程，除能活化場域，並能提供本校師生與
社區民眾更安全舒適的運動環境。
2.燈光改善計畫後可節能省碳並節省管制人力與電費付出，同時養成使用者付費
的觀念。
3.專用棒壘球場之興建可確保田徑場使用者運動安全，避免意外發生。
(三)場館多元經營管理，經費自給自足持續投資場館設備
1.場館持續多元活化經營，有效 e 化管理節省人力成本，增加經費收入，除挹注
校務基金，並將資金持續建設體育設備。
2.活化閒置運動空間，改善校園整體景觀及校園安全。
3.持續規劃投資朝校園運動休閒園區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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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產官學合作
本校過去積極推動將校內研發能量轉化為產業成果，因此一向以強化產官學合
作，加強區域合作與研發創業育成之推展，累積與深植研發能量，推廣與運用研發成
果，促進產業發展及強化學界與業界雙向交流，已達到協助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為目
標。
本校主要由下列三個單位參與產官學合作之規劃與推動：
一、產學研鏈結中心：加強區域合作、研發創業育成之推展、研發能量之累積與深植、
研發成果推廣與運用、 及持續將本校研發成果行銷國際，促進產業發展。成立「萌
芽功能中心」積極推動創新創業、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強化產業界與學研機構
互動。106 年 9 月獲科技部補助成立「國際產學聯盟辦公室」，聯盟旨在搭建產
學研合作平台與國際市場連結，為產業提供人才與科研服務。聯盟並納入「萌芽功能
中心」積極推動創新創業、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強化產業界與學研機構互動。
二、研發處：增加建教合作計畫、建置「產學媒合平臺」以提升產官學研之推展及強
化產業鏈、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強化產業界與學研機構互動。
三、農產品驗證中心：提供優質安全食品及農產品資訊與驗證服務，執行產銷履歷農
產品、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協助政府檢測農產食品安全、執
行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製程審查、推動農產品履歷追溯制度；協助生產者經營現
代化永續生態優質農業；培訓農產品安全管理、監測研發及推廣人才。

3-6-1 產學研鏈結中心
一、單位現況
產學研鏈結中心組織含括三大組，置有中心主任 1 人、組長 3 人、行政組員 4 人、
行政辦事員 7 人，專案專員 1 人，共計 16 人。
產學研鏈結中心各組任務如下：
(一)育成推廣
提供企業專業化培育及全方位服務，推動本校知識技術加值功能。
(二)智財技轉
提供專利管理、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服務，促進技術推廣與媒合。
(三)新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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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校內外創業資源培育輔導本校新創團隊，達成創新創業或協助企業提升產業
創新效益。
(四)國際產學聯盟辦公室
整合校內研發動能與設施，鏈結中部的產業及法人學研機構的能量，以「扮演國
際廠商發展的加速器，將技術、能力與產品輸出全世界」

二、發展重點
(一)加強區域合作
本校位處中部地區，與鄰近區域中彰投共有 1 個科學工業園區(中科)、1 個加工出
口區(潭子)以及 15 個工業區，以發展精密機械、光電半導體及生物科技為主軸，
未來本校研發方向將配合地方政府之特色產業技術為主軸，加強與地方區域之產
業合作。
(二)研發創業育成之推展
本校為中部地區唯一的頂尖國立大學，中部科學園區的成立，本校對於其研究人
才、研發創新、技術移轉、產業推廣等業務責無旁貸。本校已於中部科學園區設
置研發創業育成中心，做為本校研發資源與園區業界交流合作之平台，未來將積
極推展中科相關產學合作案之規劃與推動。
(三)研發能量之累積與深植
1.加強研發成果管理及保護
研發過程中，本校產學研鏈結中心將開立專利管理相關課程並提供智財權歸屬
及保護諮詢，協助研發團隊進行專利佈局及研發成果保護，以維護後續研發成
果應用的機會及其商業利益。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將由產學研鏈結中心協助，
針對未來產業取得及發展模式，選擇最有效的方式進行保護，使本校研發成果
能發揮其最大的效益。
2.提升專利品質
考量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偏高，因此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時，皆需進行專利檢索、
專利佈局、初期實體審查與商業化價值之評估，以撙節成本並提昇專利授權之
成功率。另因專利申請及維護之行政業務較為繁瑣，仍持續積極簡化作業流程，
協調相關權責單位，以提升專利授權績效。並將規劃本校專利優化申請策略及
專利技轉資料庫以提升資料檢索時效。
3.加強研發成果與社會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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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永續經營理念，使綠色生活環境能深植人心，研發成果必須向外推展。
目前本校除致力於生態有機校園之建立外，亦將研發成果推向校外，打造未來
綠色生活環境。
(四)研發成果推廣與運用
1.技術手冊彙編
每年編纂研發成果技術手冊，寄發給相關領域廠商參考，並積極參與各項研發
成果發表會時，促進實質產學合作，透過技術移轉、技術授權、成立技術衍生
公司等，創造產學雙贏的局面。
2.積極進行校內專利組合及推廣，以提升專利價值，增加權利金收入，充實校務
基金。
(五)持續將本校研發成果行銷國際，促進產業發展：
將進行招商活動，以吸引更多具潛力新創企業進駐，另外參加育成相關協會及建
立策略聯盟，和國內外育成中心人員互訪，廣泛蒐集先進國家之營運模式，與其
他開發中國家交流育成經驗，並將進駐廠商成果廣泛宣傳，以達行銷國際目的。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加強區域合作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技術入股衍生企業，鼓勵本校教職員工生運用技術作價持股或投資，取得企業
實質和股份，使得本校和衍生企業能夠相輔相成，達到互利共榮的成果。
(2)以「縱向專業鏈結」與「橫向區域串聯」之策略與各大專院校國際產學聯盟結
盟，在跨校合作架構下，以學研知識互惠、共享之精神，達到整體產學合作素
質提升的目標。
2.創新規劃方案
學生企業實習，進行產學人才培育，研發計畫以產業界未來需求為前提，提供本
校優秀學生進入衍生企業之實習機會，促成產學接軌，提升本校產學合作成果與
風氣，並導入高階技術人員(產業相關科系碩博士研究生)進入衍生企業。
以國立中興大學為核心而建構具「縱向專業鏈結」與「橫向區域串聯」之策略結
盟構想，縱向專業導向鏈結之學校包含臺灣海洋大學、清華大學、嘉義大學、成
功大學、屏東科技大學；橫向區域串聯的學校有則包括逢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東海大學、中山醫學大學、虎尾大學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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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創業育成之推展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重塑育成中心，透過公開說明會及產學成果發表會，吸引廠商進駐，活化創新
育成中心，並改善現有育成中心運作模式與收費標準，提供廠商技術升級與行
銷通路計畫之輔導。
(2)舉辦招商說明會，將本校技術傑出的研發成果公開曝光，宣傳本校研發成果，
也為創新創業團隊提供成果展示舞台。
(3)強化育成學產多方策略合作，積極開發與育成進駐廠商合作業務，增進育成進
駐企業與本校教師合作。
(4)中科園區營運發展，將積極推展中科相關產學合作案之規劃與推動，帶動園區
產業營運發展。
(三)研發能量之累積與深植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加強研發成果管理及保護，辦理實習專利工程師及智財推廣課程，強化本校師
生之研發成果保護觀念，並學習專利佈局與分析，提供教師研究參考。
(2)提升專利品質，重新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及運用辦法」：期
能藉由法規及研發人員付費等方式，減少不必要之專利申請案並提升研發人員
協助技術移轉之意願，另強化宣導專利申請應具產業應用性，逐步提高本校專
利投資之商業效益。
(3)落實本校專利評估機制，篩選申請專利之市場價值，於申請前進行專利檢索、
佈局並評估專利之申請價值，並定期檢討專利之價值、辦理專利不維護，以強
化本校專利品質，提升專利技術交易比率，降低專利維護成本並創造營收。
2.創新規劃方案
(1)為使本校研發成果發揮最大成效，本校對於智財權保護採取品質與數量並重政
策，專利技轉率已逐年提升。未來將採取盤點本校教師研究計畫成果，挖掘具
專利申請潛力之技術並輔導提出專利申請，同時落實教師專利補助及授權獎勵
制度，鼓勵教師申請專利並進行專利授權等措施，以強化本校研發成果之保護
並提升專利數量。
(2)加強研發成果與社會結合
A.推展衍生企業，協助學校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技術移轉，提供師生教學實習機
會，也增加校務基金收入及留住本校優秀人才，提供學生未來生涯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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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道。
B.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申請創業團對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
，研擬
創新創業輔導辦法，並提供創新創業基地，讓新創企業可以在此場域設立公
司營業登記，並透過探勘與輔導，發展為本校衍生企業。
C.鼓勵並輔導本校教授的專利技術移轉成立新創企業並為本校的衍生企業，對
本校提供實質的回饋。
(四)研發成果推廣與運用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提升專利技轉率，彙整本校研發成果，以產業類別區分，定期寄發研發成果手冊
予相關產業工協會，並不定期拜會產業界，工協會等以加強本校與產業界的鏈結。
2.創新規劃方案
(1)本校技術授權以專門知識(know-how)為大宗，主動邀請老師提供可授權技術資
料蒐彙成冊，供各領域廠商參考，以利未來技術推廣媒合。
(2)為使本校研發成果與產業結合，致力於促進技術推廣、交易、合作與媒合，每
年參加展覽活動，主動邀請老師參展並協助老師參加各部會參賽活動，提升研
發成果曝光度。
(五)持續將本校研發成果行銷國際，促進產業發展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定期舉辦招商說明會，促進中部地區產業發展：將本校技術傑出的研發成果公
開曝光，宣傳本校研發成果，也為創新創業團隊提供成果展示舞台，吸引外界
資金挹注，並推廣專案的實施方案，使更多企業願意投入本校衍生企業團隊。
(2)定期舉辦衍生企業審查會，檢討並改善本校衍生企業的發展方向與合作內容，
並主動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援服務，透過良好的雙向互動增進長期發展和睦關
係。
(3)主動提供衍生企業或創新創業團隊相關校地校產優惠進駐辦法等行政資源，並
輔導其撰寫計畫書爭取政府相關補助。
(4)成立國際產學聯盟北美辦公室與東南亞辦公室，於海外舉辦技術交流媒合會、
參與大型國際展會，將本校學術研發能量擴展至美國、東南亞等地區，活絡國
際間智慧資產交流，開創海外產學合作鏈結，提升知識經濟價值。
2.創新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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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募國際產學聯盟國、內外會員，提供會員研發過程或專業知識諮詢進行服
務，協助聯盟會員廠商申請 RAISE 計畫，培育廠商所需人才，創造互利共贏的
新合作模式。
(2)帶領學校老師至國外辦理研發成果推廣，如北美 BIO 展、2019 歐洲工具機大展
等。
(3)與國內外創投合作，引進資源投入本校師生研發團隊，藉由創投的專業選擇及審慎評
估，集中火力投資於本校衍生企業，讓這些公司得到早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以提高
衍生企業的成功率。

四、預期效益
(一)加強區域合作
1.促成產學接軌，提升本校產學合作成果與風氣，並導入高階技術人員(產業相關
科系碩博士研究生)進入衍生企業。
2.鏈結企業資源，使得本校和衍生企業能夠相輔相成，達到互利共榮的成果。
(二)研發創業育成之推展
1.促進育成企業與本校之合作，協助創業育成廠商將研發產品實質量產商品化及
衍生企業之推展，提供廠商技術升級與行銷通路計畫之輔導，增進育成進駐企
業與本校教師合作。
2.帶動中部科學園區營運發展，提供市場行銷的諮詢顧問輔導，規劃具體而微的
行銷方案及推廣計畫，帶動園區產業營運發展。
(三)研發能量之累積與深植
1.強化本校師生之研發成果保護觀念，提升專利品質及專利技術交易比率，降低
專利維護成本並創造營收。
2.促進衍生企業發展，加強研發成果與社會結合，發展為本校衍生企業，對本校
提供實質的回饋。
(四)研發成果推廣與運用
1.專利品質優化，藉由優化專利品質、擴大智慧財產衍生金額，積極提升專利技
轉的營運成效。
2.提升專利技轉率，加強本校與產業界的鏈結。
(五)持續將本校研發成果行銷國際，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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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本校品牌知名度：促進中部地區產業發展，也為創新創業團隊、新創技術
提供成果展示舞台，吸引外界資金挹注。
2.增進校務基金收入：透過良好的雙向互動增進長期發展的和睦關係，使更多企
業願意與中興大學共同研發，或投入中興大學衍生企業團隊，擴充營業規模，
增加校務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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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研究發展處
一、單位現況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產學合作業務範圍包含：
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及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
項。本校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業務主要由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負責，以服務師生
專題研究、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等行政工作。
目前本校研究發展處組織含括六大單位，包含：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校務發展
中心、學術發展組、計畫業務組與貴重儀器中心。
二、發展重點
為強化本校產官學合作效益，產學合作工作規劃下列發展重點：
(一) 建置「產學媒合平臺」：提升產、官、學、研之推展及強化產業鏈結
為有效推動教學研究產學服務，提升產、官、學、研之推展，建置「產學媒合平
臺」
。本校期望藉由加強與產業之鏈結，積極推動與國際學術合作、奬勵研究傑出
教師、實施教師多元升等及協助研究計畫相關諮詢服務等，提升本校產學成果及
國際競爭力。
(二) 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
為持續強化研究計畫與創新，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與加強產學合作鏈結與能
量，將不定期舉辦交流會與校內教師溝通並協助解決問題外，並善用校園資源，
建立與教師連結的網絡。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研究計畫質與量之提升
(1)本校近 3 年(105-107 年)研究計畫統計情形，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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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5-107 年研究計畫統計表
件數

單位：件/元

總經費

件數

105 年度

年度
總計
補助機關

1,237

總經費

件數

106 年度

1,404,831,687

1,361

總經費
107 年度

1,936,918,876

1,397

1,874,138,716

教育部

99

87,330,324

145

283,145,601

130

173,009,275

農委會

225

211,277,046

247

281,981,990

239

272,511,627

科技部

553

766,060,129

563

959,691,657

570

979,159,288

其它政府機關

52

65,477,799

64

85,210,077

60

101,834,256

財團法人、
私人企業及
對外服務

308

274,686,389

342

326,889,551

398

347,624,270

(2)研究計畫質與量之發展策略
A.訂定彈性薪資，獎勵研究傑出教師
訂定「產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
，實質獎勵產學、研究傑出之教師，
以提升本校學術競爭力。
具體執行方式：為鼓勵獎勵本校產學績優教師特定「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績優
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由研發處依「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績優教師彈性薪
資獎勵審查表」統計本校教師近三年內承接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績效及件
數、技轉實收總額、國內外專利數及品種件數之績效後，每年 5 月召開評選
會議獎勵教師，並建議獎勵金額。經費來源：由科技部、教育部邁向頂尖大
學計畫或高教深耕計畫補助。105 年至 107 年本校獎勵成效如表 2 所示：
表2

105-107 年「產學績優教師」人數統計表
年度

單位：人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科技部

10

9

16

教育部邁 向頂尖 大 學計畫
(105-106) 、 高 教 深 耕 計 畫
(107)

10

10

15

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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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落實與國際頂尖大學及研究機構之合作研究平臺
積極推動科技農業教育輸出，與泰國皇家基金會設置之「中與大學越南農業
服務中心」
；與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共同籌組「NCHU-UCD 國際植物與食
品生物科技中心」，以打造國際級之農業生技研究中心；與美國南加州大學
鍾正明院士合作，設立「國際禽鳥演化基因體研究中心」，進行禽鳥發育生
物之研究。
C.積極推動國際學術合作
積極推動國際學術合作，與韓國外國語文學臺灣研究中心簽署學術合作協
議，共同推動學術合作「推動臺灣文學與電影研究在韓國植根」；與倫效大
學亞非學院簽署學術合作協議，共同進行國際工作坊和 Routledge 專書出版。
D.與國際相關領域學校及研究單位合作與整合
與美國 UC Davis、USC、Cornell BTI 及北海道大學等名校，及 AVRDC、IRRI 及
CNRS 等國際相關研究中心合作，落實本計畫農業生技重點領域之發展。
E.推動教師多元升等，提升本校競爭力
落實修訂通過「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教師多元升等，推動「技
術應用升等」，以強化本校推動產業、產學合作及研究效能，提升本校學術
競爭力。
F.提供教研人員於產學合約(含國際合約)、保密協定等研究計畫相關諮詢之協
助。
G.定期舉辦經驗分享座談會，提高本校計畫件數及通過率
擬定期辦理計畫書撰寫技巧或產學合作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校內計畫績效傑
出之教師分享相關經驗，以期藉由經驗之分享及傳承，增加本校教師與業界之
產學合作計畫件數、提高計畫申請通過率，進而提昇本校建教合作收入。
2.建置「產學媒合平臺」，提升產、官、學、研之推展及強化產業鏈結
建置完善之產學合作資訊交流空間，設置「產學合作專區」網頁，整合校內相
關研發人才、研發成果、產學技術聯盟與檢測分析服務、政府補助計畫及相關
法規等，包括可提供產學合作研究開發之團隊及科學檢驗分析服務等完整資
訊，作為產業界搜尋學術資源之便捷管道，期望能有效推動研究成果之產學服
務，為學校爭取更多的產學合作機會。
3.建構優質產學合作環境及其他學研機構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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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進行務實連結：透過「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
訓協會」進行務實連結，該協會係由中部地區的各大學院校、中科廠商及產業
界等所共同成立，由中興大學校長擔任理事長，期望中科未來的發展能因產學
訓資源的相互交流，以提升高科技產業競爭力。
4.強化產學合作訊息公告方式，提高產官學合作機會
為有效宣傳政府機關及法人機構等單位之委託及補助計畫徵求訊息，甚或協助
廠商尋求校內相對應專長之學研人員與其合作，本校採主動方式，於每週一或
週二彙整前一週計畫徵求等資訊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教師個人信箱，包含計
畫申請期限、申請方式、計畫徵求公文內容及委託/補助單位網址連結等均一併
完整提供，期使節省教師資訊搜尋時間及提高獲取訊息之便利性，並將計畫徵
求訊息之曝光度達到最大化，以提高產官學合作之機會。
(二)創新規劃方案
1.主動媒合及協助校內教師申請科技部專案計畫，提高計畫研提率：
為鼓勵校內教師積極研提科技部專案計畫，如：科技部近年來推動之價創計畫、
AI 計畫、智慧科技於農業生產之應用計畫及年輕學者養成計畫（包含愛因斯坦
計畫及哥倫布計畫）等專案計畫，本校針對符合相關條件之教師主動提供計畫徵
求訊息，並積極聯繫或邀集相關教師開會討論，極力提供必要之行政作業協助，
以提高本校計畫研提率。
2.舉辦研習活動，傳承計畫研提及執行經驗：
為協助本校教師掌握科技部計畫書之撰寫技巧並了解計畫架構、經費編列及審查
重點等，舉辦「華山論劍」研習活動，邀請四大領域之校內資深教師分享申請及
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之經驗，冀望透過經驗之分享及承傳，帶領校內更多教師順利
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進而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質量。
四、預期效益
藉由「產學媒合平臺」整合本校教師近年產學合作實績，作為產學合作案例
資料庫，協助產業依需求快速尋找合適之技術或服務，深化產業與學界之合作鏈
結，達到整合本校研發能量及推廣產學合作之目的，並協助產業查詢政府計畫與
相關資料，強化學界與業界雙向交流，共同爭取政府補助計畫，達到協助產業升
級與經濟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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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農產品驗證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近年來食安事件頻傳，已引起消費者對食品生產之各個環節的重視，也突顯出食
品原料(農產品)把關不足的問題，而食品之良性生產，更是含括了食物鏈與環境生
態之健康永續的議題。真正可信賴之食安機制除了最基本的檢驗之外，更重要的
是生產源頭各階段分層負責之可追溯性、生產過程品質紀錄之完整性、以及分裝
流通銷售端之誠實管理與追蹤。國際上對於農產品安全追溯體系所設定之驗證，
除了必須由無利害關係之第三公正單位現場查核生產作業環境之外，尚需評估可
能交叉污染的風險，確保生產者之自我管理，而欲落實此一把關機制，極需農業
知識背景兼技術能力皆強大之專業體系的投入。
(二)有鑑於此，本校於 96 年 5 月 11 日第 52 次校務會議通過設立「農產品檢測暨驗證
中心」
，為合法成立之農產品驗證機構；於 100 年 5 月 13 日第 60 次校務會議修正
設置辦法通過改名為「農產品驗證中心」隸屬於本校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並於
105 年 4 月 22 日第 74 次校務會議修正設置辦法通過，改設「農產品驗證中心」
為校級單位，自 97 年起陸續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相關領域之符合性評鑑及農
委會認證，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認可公告之驗證機構。
(三)本中心成立之宗旨在於提供優質安全食品及農產品資訊與驗證服務，並支援有關
有機農業、有機資材、產銷履歷、驗證法規與執行稽核等之教學與實習，有效提
升我國食品及農畜產品國內外市場競爭力，維護食品安全、保障生產者與消費者
權益，成為與國際接軌之高品質驗證中心。主要任務為執行產銷履歷農產品、有
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協助政府檢測農產食品安全、執行有機農
業商品化資材製程審查、推動農產品履歷追溯制度；協助生產者經營現代化永續
生態優質農業；培訓農產品安全管理、監測研發及推廣人才。
(四)本中心設有業務組、驗證組、技術發展組，目前設有主任 1 人、組長 3 人、行政
人員及稽核人員若干名。
二、發展重點
為強化本校產官學合作效益，農產品驗證相關工作規劃下列發展重點：
(一)辦理及推廣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及驗證，為國內農業生產品質把關
本中心自 97 年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評鑑以及行政院農委會認證，成為國內驗證
機構之中，唯一同時具備農學專業科系背景、且通過產銷履歷農產品、產銷履歷
農產加工品、有機農糧產品、有機農糧加工產品認證之大專院校，至今辦理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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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驗證案件已逾 1,500 件；另自 100 年起接受農糧署委辦「有機農業商品化
資材製程審查」至今已逾 280 件，名列國內前二大規模之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
驗證機構，並長期管理農產品驗證標章之核發、產品市場之標示及後續品質追
蹤，嚴謹之驗證品質不但長期為主管機關、業者及消費者所信賴認同，更配合農
委會各項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有機農產品驗證之相關計劃，至各地農會宣導驗
證流程及驗證效益，提供優質安全食品及農產品驗證資訊與農業技術諮詢服務，
並支援有關有機農業、有機資材、產銷履歷、驗證法規與執行稽核等之教學與實
習，有效提升我國食品及農畜產品國內外市場競爭力，維護食品安全、保障生產
者與消費者權益。
(二)協助主管機關制定驗證法規、同步比對國際規範
1. 配合農委會推展國際接軌驗證制度之期程，協助制定產銷履歷提升版規範，執
行歐盟 GLOBALG.A.P 全球良好農業規範驗證。
2. 配合農糧署計畫持續蒐集歐美日印等國外有機規範，修訂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
產加工品驗證基準，協助把關我國農產品經營業者農業生產品質，推廣國際驗
證，促進農產品國內外之競爭力、打入國際有機市場。
(三)培訓驗證稽核專業人才
1. 每年主辦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訓練至少 60 小時以上。
2. 支援農委會在北中南東各區舉辦產銷履歷輔導員培訓宣導驗證流程，協助辦理
縣市政府之農產品抽驗人員訓練…等課程。
3. 以專業學識技術經驗培訓多元化人才，協助農業生產各領域自生產者至消費端
之每一階端把關者建立食品健康安全相關基礎知識，導入農產品驗證稽核之風
險概念，訓練安全檢測之判讀，也結合訓練在校學生帶入成為驗證業界之應用
資源，打造出雙向受益之成效。
(四)提供農業及驗證相關問題之諮詢與服務
整合校內專業資源，受理有機驗證、產銷履歷驗證、有機資材使用、作物病害防
治等農業相關問題之諮詢，提供各界人士有關作物病蟲害診斷、土壤與植體營養
診斷、肥培管理、病害管理、土壤改良等技術之服務。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推廣驗證說明會擴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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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農委會及農糧署計畫、前往各縣市政府農業局(如基隆、宜蘭、台北、新北、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
蓮、澎湖、金門)、大專院校(如台灣大學、東海大學、雲林科技大學、海洋大
學、嘉義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農委會企劃處與農糧署各區分
署(如北區分署、中區分署、南區分署、東區分署)、農業改良場(如台中農業改
良場、苗栗農業改良場、桃園農業改良場、台南農業改良場、高雄農業改良場)、
農會(如中華民國農會、臺北市農會、桃園市龍潭區農會、新竹縣竹北農會、新
竹縣寶山農會、苗栗縣南庄鄉農會、苗栗縣三灣鄉農會、苗栗縣銅鑼鄉農會、
臺中市農會、臺中市東勢區農會、臺中市太平區農會、臺中市大里區農會、臺
中市潭子區農會、臺中市外埔農會、臺中市豐原區農會、臺中市石岡農會、臺
中市霧峰區農會、臺中市大甲區農會、臺中市新社區農會、臺中市大雅區農會、
彰化縣二林鎮農會、彰化縣埤頭鄉農會、彰化縣田中農會、雲林縣農會、雲林
大埤鄉農會、雲林土庫鎮農會、南投古坑農會、南投草屯農會、嘉義中埔農會、
高雄市農會、宜蘭縣五結鄉農會、高雄縣田寮鄉農會...等)、原住民委員會、
產銷班團體、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農業安全入口網單位等單位辦理農產品驗證
制度說明會，宣導有機及產銷履歷制度之法規制度、有機農業適用資材之管理
使用，推廣農業永續生態之經營理念。
2.配合主管機關發展國際接軌之認驗證方案
(1)配合農委會推展國際接軌驗證制度之期程，持續參與農委會 GLOBALG.A.P. 全
球良好農業規範之標竿比對方案工作小組，同時整合優化現有台灣良好農業規
範(TGAP)，鼓勵生產者落實自主管理機制，協助提升我國產銷履歷安全農產品
之品質，提高我國農產品行銷國際市場之能見度(例如申請東京奧運供應食
材)，取得全球消費者對我國驗證農產品之普遍性認同。
(2)配合農糧署申請美國農業部認可我國之有機同等性，協助建立我國有機驗證法
規對生產者集團驗證之一致性要求，產出鑑別集團符合性之共同查檢表單，爭
取國際有機聯盟國家之認可，促進國內有機產品之對外競爭力、與國際性規範
制度接軌。
3.加強驗證機核相關人員及專家之訓練
(1)持續辦理農產品驗證稽核、食品優質安全、農業生態永續、國際驗證等相關領
域之教育訓練課程，造就農產品安全管理、驗證、稽核、檢測等多元化之專業
人才。針對目前驗證稽核員人提供進階之講習，落實檢視現有驗證制度執行層
面之弊病，促進同業人員達到驗證品質管控之共識。
(2)培訓內部人員之進階專業知能，熟稔上述各項發展領域之相關法規、專業知識
與驗證稽核查驗之執行技巧，例如有機農產加工品原理與應用、產銷履歷農產
品、有機農產品、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之更新修訂、食品安全相關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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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驗證文件紀錄管理、土水產品採樣原則及檢測結果判讀、農業資材安全
使用管理、環境危害因子分析與風險評估管理、驗證資訊系統平台管理…等課
程，以落實提升食品安全把關與高品質農業生產管理制度。
(3)加強技術專家對國際各系統之認驗證體系、ISO 17065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
範、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規範、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認證規範、
HACCP 食品危害分析風險評估管理…等國際認驗規範之清楚觀念，辦理技術專
家之一致性講座，以維持驗證執行之品質與嚴謹度。
4.促進國人健康、推廣永續農業環保健康概念
(1)配合 MIT 興大驗證農產品市集、有機農夫市集、校內實習商店等優質農產品銷
售市場活動，提供優質安全驗證產品之農產品經營業者發展產品銷售流通管
道，供應消費者在地生產在地消費之新鮮食材，宣導社會大眾加強正確之食安
認知，推展國人對環境永續以及健康之理念，讓自主管理模式回歸低成本之制
主管理機制。
(2)結合校內相關單位如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業推廣中心、農藥殘留檢測中心、
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及其它專業儀器檢測實驗室等相關資源，確保驗證
農業生產品質，把關食品安全之落實度，滿足各界人士對健康優質安全食品之
期許。
(二)創新規劃方案
1.擴增專業領域之執行能力、建立新項目認證範圍之查驗機制
(1)配合本校食品安全發展政策，規劃五年內完成各項食品安全品質管制查驗制度
與查驗程序書及表單之建立，申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ISO 22003 驗證機構認
證」、「衛福部食品驗證機構認證」，並同時連結本校農畜食品相關領域之學術
專業資源，協助相關檢測實驗室同步參與認證，拓展本效對外辦理驗證服務之
專業領域，為國人建立具公信力之食品安全把關制度。
(2)蒐集全球良好農業規範相關文件及其國際平台交流資訊，促進本校參與國際農
產品驗證之深度與廣度，建置整合國際規範驗證稽核文件人力相關資源，籌備
申請 GLOBALG.A.P 驗證機構認證，延伸本校農業領域專業之公信力。
2.強化提昇我國農業產品驗證稽核人員之品質及量能
(1)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強化本校教育之功能及社會責任，擬自 109 年起推動辦理
課程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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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1.

對象

農產品驗證法規、有機農業、友善農業
有機農業促進法及其子法、農糧、加工、畜產、
驗證機構、稽核員、生產
水產相關驗證基準、產銷履歷驗證相關法規、
者、農政單位、學生、一般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有機農業資材使用、友善
消費者、種子教師
農業

2.

資訊系統操作管理
產銷履歷驗證資訊平台、有機驗證資訊系統、
土壤與水質監測系統、植物保護資訊系統、農 驗證機構、稽核員、生產
藥資訊服務網、衛福部農藥殘留容許量、農務 者、農政單位
e 把抓

3.

安全農業管理
土壤肥培管理、植物營養管理、病蟲草害綜合
防治 IPM、植物醫學診斷、農藥使用管理、生
產流程與環境風險管理、採後處理及加工原
理、採樣方法與分析判讀、集團生產管理、禽 驗證機構、稽核員、生產
畜產品相關法規、禽畜生產管理、禽畜產品處 者、學生、種子教師
理與加工的原理與方法、飼料原料之認識及配
置、水產品相關法規、水產養殖概論、養殖水
質與環境管理、水產動物病害管理與防治

4.

稽核技巧評估實務與進階
ISO 9001 稽核方法與原則、現場稽核查驗技巧
驗證機構、稽核員、農政
(農糧/加工/畜產/水產)、稽核文件報告製作、
單位、學生
現場稽核實習與案例分析

5.

符合性評鑑規範
ISO 17065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ISO 9001
驗證機構、稽核員、生產
品質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ISO 22000 食品安
者、食品業者、檢測機構/
全管理系統、ISO 17025 測試或校正實驗室的
實驗室、學生
能力之一般要求

6.

食品安全管理 HACCP 基礎班、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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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P 之文件管制、衛生標準操作實務、 製程
及品質、倉儲、運輸、檢驗與量測、客訴、成
品回收、教育訓練、防治食品中毒食品相關法
規、製程之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計畫、實施
HACCP 系統之預備步驟、HACCP 矯正措施及
確認系統之建立、HACCP 實務演練、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相關法規、品質保證與危機管理、食
品製程品質管制實務、HACCP 工廠組織管理
廠房配置與產品製作規劃、食品作業場所病媒
防治、產品規格標準與檢驗、監測方法與異常
矯正措施

7.

8.

驗證機構、稽核員、食品
業者、自產加工業者、農
政單位、學生、一般消費
者、種子教師

輸澳切花切葉品質管理
驗證機構、稽核員、輸澳
生產切花集貨包裝處理系統性管理、外銷花卉
花卉生產者，切花切葉包
病蟲害防治
裝業者、農政單位
全球良好農業規範 GLOBALG.A.P.
一般規定之第一部分、第三部分、第二部分
(QMS)、良好農業社會規範 GRASP、整合農
外銷業者、通路或銷售業
場保證-所有農場基礎、整合農場保證-作物基
者、農政單位、驗證機構、
礎、整合農場保證-水果與蔬菜、農藝作物、茶、
學生
植物繁殖材料、花卉與觀賞作物等次領域之查
驗符合點

(2)配合主管機關計畫及驗證機構之需求，建立篩選適合之農產品現場稽核場域、
模擬實地稽核情境，自 109 年起提供提供我國農產品驗證機構儲備稽核員實習
評估之場次(Workshop)，訓練稽核員現場勘查、分析、辨別、應用驗證基準、
交叉比對之勾稽、判定法規符合性之能力，強化我國農產品驗證稽核之品質與
有效性。
(3)自 109 年起配合主管機關計畫及驗證機構之需求，針對我國現有已登錄稽核員
辦理一致性進階訓練，更新法規函釋規定、分析常見案例之判定，檢討查驗盲
點疑義、了解國際化驗證規範趨勢，全面精進我國農產品驗證稽核之專業能
力，最佳程度地優化食品安全把關之品質、與產品批次透明可追溯之強度。
(4)與各大專院校農業、食品、生命科學等相關科系學程建立合作模式，自 109 年
起開放接受學生申請寒暑假實習場次，提供食品安全、永續農業、驗證法規稽
核技巧相關訓練及研討，規劃實際稽核案例之觀察場域，鼓勵農產品驗證稽核
各領域專業人才之養成，傳承經驗導入更多菁英可順利銜接未來職場需求之投
入及供應。
3.發展國內農業產品於外銷市場之認可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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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應花卉輸出同業公會提昇我國外銷花卉品質管理之計畫，建置大宗外銷花卉
(文心蘭、蝴蝶蘭、萬代蘭、火鶴、洋桔梗等)之分切集貨包裝處理驗證制度，
訂定外銷花卉作業之良好農業規範，含括作業流程圖、風險評估管理表、自我
查核檢驗表，建立各階段作業品質管理之文件紀錄表單，加強花卉包裝過程之
用藥管理、提昇作業人員之專業認知、降低花卉集貨處理分裝場所之交叉汙染
風險。
(2)連結綠色發展基金會之國內外資源，深入了解大陸綠色食品之驗證流程與農產
品分類機制，建立大陸綠色食品認證體系延伸我國之農產品驗證制度，提供國
內有機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之管道，協助推展我國有機農產品之口碑與行銷品
牌。
(3)配合歐盟認驗證機構之訓練、交流及宣導，推動我國生產者加入 GLOBALG.A.P
全球良好農業規範驗證，創造更多元體系之農產品驗證市場及效益。
4.建置驗證資訊管理平台提昇驗證效率及價值
增建驗證中心之資訊管理平台，整合驗證流程步驟，簡化各階段驗證稽核紀錄之
輸入與產出，以分析驗證客戶歷年稽核結果紀錄、強化資訊蒐集之分類、延伸風
險評估之深度、降低人力重複耗損、減少各項業務銜接過程之可能疏失，不僅促
進驗證流程管理時效、改善服務效率，更可提高稽核文件之精準度與產能，有效
大幅促進辦理農產品驗證之收益價值。
四、預期效益
(一)吸引農產品驗證領域業界人才，藉由生產者自主管理之強化、帶出良好優質安全
生產之產業倍增，呈現本校在各領域農產品之驗證專業品質與能量，相對附加倍
增之收益價值。
(二)強化生產者對農業技術及農產品驗證之應用知識，創造新的市場契機，獲得更有
價值的公眾互信，防範食品安全事故的不良效應；降低生產者的風險，建立農產
品產銷紀錄具可追溯追蹤的基礎，對有問題之農產品能即時有效地釐清與處理，
保護消費者的健康與權益。
(三)推展優質安全農產品之普遍性，與農產品驗證體系互相搭配產生加乘效果，為國
內農業進行生產、加工、分裝、流通之品質把關。
(四)促進國內農業技術應用及品質之管理使產業持續成長及發展，提高我國農產品之
市場競爭力，促進消費者對食安的信心。
(五)加強農產品生產者、經營業者、消費者對安全農產品的消費習慣與應用知識之專
業度，帶領國內農業持續優質化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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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進國際農產品驗證規範之風險評估方式，藉由種植前了解場區歷史、生產過程
之資材篩選、病蟲草害綜合管理之預防監測干預、採收處理過程中之食品安全保
證、到供應鏈銷售端之追蹤追溯，來實現安全永續之農業生產管理；並配合政府
規劃時程來說服更多消費者與國際買家認同我國農業之安全品質，以期使優良農
產品打入世界級通路取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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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強化推廣服務
本校過去為了強化推廣服務，落實全民終生教育理念，設置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進
一步配合政府產業政策、企業經營脈動與終身學習型社會之需求，規劃推動進修學士
班及學士後學士學位學程之設置，並促進兩岸與東南亞之產學交流，以達彌補正規大
學高等教育外之終身學習空隙為目標。
本校主要由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參與推廣服務之規劃與推動，積極整合學校資源推展
產學合作與企業訓練班、強化理論與實務落實辦理專業證照訓練課程、籌組建置創新
創業輔導與諮詢服務平台、開創多元社會所需課程、建構終身學習環境、及提升網絡
平台行銷與經營等。

3-7-1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一、單位現況
本校配合政府教育政策，落實全民終生教育理念，設置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以下簡稱
本學院)，本學院之目標如下：
(一) 提供「人才與產業需求無縫接軌」所需之課程。
(二) 打造終身學習機會。
(三) 培育具創新思維之人才。
1. 本學院於 99 學年度成立「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106 年通過校務會議正式報部更
名「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並在 106 年率全國大學之先，成立「新南向辦公室」，
以結合大中部地區 24 所大學校院共同推動南向政策，扮演領頭羊角色。
2.本院為配合政府產業政策、企業經營脈動與終身學習型社會之需求，與政府單位如
經濟部工業局、資策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臺中市政府、退輔會等單位開設各項推廣教育班別，師資多為本校專任師資，
課程符合市場需求，在大中部地區形成推廣教育自有品牌。
3.本院得過許多獎項。99 年獲中區職訓局評鑑優等，102 年榮獲全臺唯一國家級辦訓
品質檢測標準-「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訓練品質評核金牌」及第二屆國家
訓練品質獎，之後於每兩年一次的評核中，持續維持金牌等級，辦訓品質深獲肯定
並持續在推廣業務上精益求精。102、104、106、108 年榮獲 TTQS 訓練品質評核「金
牌獎」
，辦理中彰投分署與台中市勞工局職前人才培訓、樂齡大學、自辦班(冬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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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小時學堂等），持續在本學院業務上精益求精，為追求更好的推廣教育質量而
努力。
4. 本學院 107 年搬遷至綜合大樓 7F-9F，8 樓已建置完成，7 樓待 108 年工程完工後，
將有助填補教室不足問題。積極辦理多元推廣教育課程，如職業教育訓練、產業人
才投資計畫、勞工大學、樂齡大學、Mini EMBA programs、自辦班(冬令營、夏令
營、小時學堂等）。
5. 本學院之工作業務主要包括企劃行銷組及推廣教育組，職員總計共 11 人。進修推
廣教育之企劃及策略行銷等業務；推廣教育組主要任務為執行推廣教育相關班別之
開設、管理工作及辦理國內外有關推廣教育班次之經營管理及規劃國際跨領域學
程。未來因應國家教育政策與本校發展願景，積極彌補正規大學教育之高等教育外
之終身學習之空隙，加強擴展海外推廣教育。
6. 另本院於 107 年 08 月納入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本學程採取全英語授
課，招收商管、法政、外文相關係所畢業生，進行各領域的全方位培訓。
7. 本校與德國合作學校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HsKA)及墨西哥合作學校蒙特雷大
學(UDEM)按學期集結於德國、臺灣及墨西哥三地授課，由各校優秀師資以英語教
授亞洲、歐洲及美洲的社會經濟概況，因地制宜探討臺海兩岸關係、歐洲聯盟及北
美自由貿易協議等重要議題，期透過理論與實務結合，與企業產生聯結、良性互動，
各校將提供實習資訊，請學生逕依意願申請。

二、發展重點
面對日新月異高科技發展、知識的種類與傳播方式更多元，在競爭激烈與產業遽
變轉型加劇之際，終身教育與全人教育更顯重要。在本校地處的中部核心區域且為中
部地區唯一榮獲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的國立研究型綜合
大學，更應提供社會菁英終身學習平台，善盡興大服務社會的責任；另外，政府及民
間的推廣教育經費漸成為競爭性的資源，而部份教師投入推廣服務缺乏意願，皆構成
推動推廣教育的挑戰因素。
為創造更多樣多元推廣教育課程，本校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於 107 年與臺灣最大
的科學知識社群的泛科知識合作，引進泛科創新線上線下多樣化教學資源，將興大擅
長的農業與生命科學領域、生態教育等引入泛科學，共創雙向互動合作的立基，打造
國內第一個產學知識服務聯盟，攜手走在高等教育最前線。本院將扮演中興大學推廣
教育之要角，在既有基礎上，不斷前進。
為滿足中部民眾及地區產業發展之人力需求，提供有志向學社會人士再進修與再
吸收新知的機會，推廣教育服務為大學重要社會責任。藉由推廣服務，提供企業、一
般民眾及有志進修者回流教育、自我成長及終身學習的管道，促進專業知識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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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昇本校知名度及整體形象及聲譽。因此配合國家政策服務社會，扶植優秀技術
人才，提供民眾終生學習及樂活休閒的空間為本校推廣服務之主要目標。本學院為強
化進修教育及推廣教育之規劃、協調及發展，接受公民營機構委託辦理人才培訓、在
職進修，發展有關成人進修暨推廣教育。其發展重點分述如下：
(一)整合學校資源，推展產學合作與企業訓練班
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人才培訓是企業永續成長之基礎，重視中部企業經營
脈動，強化與地區企業合作，成為企業界與學術界之互動平台，促進產學合作，
使人才與產業需求無縫接軌，協助辦理企業培訓，提升企業員工訓練與技能，強
化企業競爭力。
(二)強化理論與實務落實辦理專業證照訓練課程
強化企業人才及社會大眾專業知識與技能，積極爭取政府機關相關計畫，持續辦
理各項專業證照訓練課程。
(三)籌組創業輔導與諮詢服務平台
成立創業輔導資訊平台，提供創業輔導服務與學習空間，連結校內外創業資源，
與校內創業課程及政府委訓創業輔導接軌，協助學生及社會大眾，創業輔導之服
務。
(四)開創多元社會所需課程
積極規劃多元課程，拓展多元性推廣教育業務，以滿足各種不同年齡層之民眾自
主學習需求，持續辦理多元性之非學分班課程、研習營及營隊活動，培育具創新
與創意思維之人才。
(五)建構終身學習環境
因應高齡化社會，提供有志進修者之終身學習管道，積極爭取教育部委訓，開設
樂齡大學，提供高齡者加入樂活養生學習行列，提供終身學習環境。
(六)深化東南亞、南亞及紐澳產學交流合作
善用政府及各界資源，以學術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為發展重點，
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大學合作，並推廣本校教師研發技術，協助台商布局市場，
展開多元交流，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七)強化內外部網路經營與維護
持續提升網絡平台之服務、訊息傳遞及功能，並利用多元網絡知識互動平台，經
營 FACEBOOK 粉絲團,擴大行銷通路，搭進與大眾之互動與連結，並強化學院品
牌形象，藉以行銷學校推廣教育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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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目前辦理業務主要為發展重點型態分為政府委訓、非學分班(自辦班)、社群網絡
經營三種，執行方式政府委訓部分將依委訓單位規定辦理，未來將持續爭取政府
委訓計畫，依循著辦理臺中市勞工大學教學作業平台模式，積極爭取辦理勞工大
學進修諮詢服務中心業務，以及將辦理勞工大學之模式移植至台中市榮民服務處
辦理榮民(眷)大學，擴大其業務範疇，為校爭取更多經費，挹注校務基金；其非
學分班部分將考量時下各年齡族群(童年、青年、中年、老年)之需求，開創多元
化課程符合社會大眾所需，並結合社群網絡平台，拉近與社會大眾之距離，並成
為與社會大眾互動與訊息發布之互動平台，藉以強化學院品牌形象、行銷學校推
廣教育，成為社會大眾終身學習之平台。
配合校務規劃，因應業務移轉及新增擬調整組織，在現有企劃行銷組及推廣
教育組，新增籌備創業輔導組，其各組任務如下：
1.企劃行銷
辦理進修推廣教育之企劃公關、策略行銷等業務。發揮本校區位及資源優勢，
加強在商管財金、資訊科技、理工農醫、法律行政、觀光休閒、服務產業、職
業證照等方面舉辦推廣教育活動。
2.推廣教育
辦理有關推廣教育班次之經營管理業務， 包括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依據社區及
專業社群之需求，積極開設在商管財金、資訊科技、理工農醫、法律行政、社
會語文等學分班，並開設證照類、商管財金類、資訊科技類、觀光休閒類、服
務產業類、藝術生活類等非學分班課程。配合政府政策，尋求與廠商合作教育
訓練機會。
本學院目前辦理推廣教育學分班、職前教育訓練補助班、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補助
班、生活技能班、職場技能班、專業證照班，未來結合各種創新創意之趨勢，與
政府六大新興產業之推動，本學院將扮演中興大學推廣教育之要角，在既有基礎
上不斷前進。持續推動業務分述如下
1.辦理推廣教育學分班
(1)商管財金類：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財務金融專業碩士學分班、會計學專業碩
士學分班、圖書資訊學碩士學分班、教師專業發展碩士學分班。
(2)資訊科技類：電機工程碩士學分班、「資訊科技科教師增能推動計畫」第二專
長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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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工農醫類：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學分班、電機工程碩士學分班、機械系碩士學
分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學分班、生物產業機電學士學分班。
(4)法律行政類：政府治理與公共事務研究碩士學分班、全球暨兩岸事務研究碩士
學分班。
(5)觀光休閒類：導遊與領隊實務學分班。
(6)社會語文類：「閩南語教學與詩文賞析」在職進修增能學分班。
(7)服務產業類：產業史碩士學分班。
2.辦理職前教育訓練補助班
(1) 商管財金類：文書助理與秘書人才培訓班、會計稅務專業人才培訓班、財會
稅務人員精修班、行銷與流通人才培訓班、租稅申報實務班、行銷業務與企劃
人才培訓班。
(2)資訊科技類：短期基礎電腦實體課程、行動生活設計班(Android APP)、雲端運
算技術人才班、辦公室文書處理班(一)、雲端商務服務班、短期基礎電腦實體
課程(日間班)、網站平台視覺設計與資料庫實務班、短期基礎電腦實體課程(日
間班)、雲端技術人才培訓班、網站系統工程師培訓班、雲端運算應用人才培訓
班、物聯網應用開發人才培訓班、創意行動 APP 開發設計班、物聯網嵌入式系
統軟體工程師培訓班、APP 系統開發及資訊安全實務班、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資料分析用工程師培訓班、智慧物聯網平台設計實作班、行動 APP 與資訊安全
培訓班、機器學習與資料分析工程師培訓班。
(3)理工農醫類：園藝技術專業人才培訓班 、機械自動化工程師人才培訓班、智
慧型自動化工程師人才培訓班、PLC 自動化工程師人才培訓班、農特產品加工
釀造實務班。
(4)觀光休閒類：旅遊業人才培訓班、觀光旅遊景點規劃及行銷人才培訓班、深度
旅遊規劃及行銷人才培訓班。
(5)政府委訓類：飯店旅館服務人才班(產訓合作)、在地農產品加工釀造暨經營管
理實務班、物聯網應用與雲端運算人才班、雲端商務平台架設與資料庫應用
班、行動 APP 設計實務班、會計稅務專業人才培訓班、物聯網應用開發人才培
訓班 、個性貼圖設計達人班、行政助理訓練班、智慧自動化工程師人才培訓
班、Auto CAD 機械製圖實務班、商業智慧雲端整合應用班、有機農特產品人
才實務班、創意行動 APP 開發設計班、手染織品設計創作班、園藝技術專業人
才培訓班、茶產業人才培訓班、農產品加工暨製造實務班、植物染生活家飾製
作班、系統工程人員實務班。
3.辦理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補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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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管財金類：租稅申報實務人才培訓班、租稅申報實務班、專利智財授權與管
理實務班、行銷企劃管理訓練班、成本與管理會計進階班 、創造雙贏的人際
溝通談判技巧班、品牌行銷策略實務班、觀光旅遊英文實務班、職場英語會話
實務班。
(2)語文學習類：商務英文電子郵件撰寫技巧班、會展日語溝通訓練班、商務英文
電子郵件撰寫技巧班。
(3)資訊科技類：photoshop 影像編修實務班、紀錄片剪輯製作班、多媒體網頁設
計班、Illustrator 平面設計班、資訊安全管理訓練班、多媒體網頁設計班、雲端
資訊管理訓練班、Indesign 互動電子書編排與設計班、行動應用程式開發實務
班、雲端邊緣運算與 AI 基礎技術實務班。
(4)理工農醫類：經絡養生應用班、電動機車維修保養實務班、造園景觀養護管理
技術實務班、蔬果加工班、有機農業實務栽培管理班。
(5)觀光休閒類：流行手工咖啡暨健康茶飲訓練基礎班、創意手工咖啡暨養生餐飲
訓練基礎班。
(6)服務產業類：服務禮儀及品質驗證管理實務班。
(7)政府委訓類：職能導向之人才管理與發展實務班、經絡養生應用班、Indesign
互動電子書編排與設計班、Photoshop 影像編修實務班、流行手工咖啡暨健康
茶飲訓練基礎班、品牌行銷策略實務班、有機農業實務栽培管理班、室內暨特
殊環境設計班、電動機車維修保養實務班、專利智財授權與管理實務班。
(8)其他類：職能導向之人才管理與發展實務班、TTQS 訓練機構版指標課程班、
TTQS 企業機構版指標課程班、室內暨特殊環境設計班等。
4.辦理生活技能班
(1)商管財金類：寶石投資鑑賞實務班、秘書專業職能與行政實務精進班、輕鬆解
讀財務報表資訊班、人力資源管理精進班、公關整合行銷精進班、成本會計實
務班。
(2)資訊科技類：雲端管理與應用精進班、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實務班 、插圖創
作設計班、互動式網站設計與開發經營基礎班。
(3)商業設計類：室內設計 SketchUp 原廠中文訓練班、Sketch Up 園藝景觀設計實
務班。
(4)專業語言類：越南語文化入門班、印尼語文化入門班、韓語文化入門班、閩南
語認證考照班。
(5)休閒生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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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運動咖：瑜珈提斯、有氧瑜珈、有氧鬆筋瑜伽、空中瑜珈、皮拉提斯、曲線
雕塑瑜珈、親子律動瑜珈、拉丁有氧、拳擊有氧、飆汗拳擊、NTC(NIKE
Training Club)、魅力拉丁肚皮舞、ZUMBA、壺鈴肌力、TRX 懸吊訓練。
B.球類運動：羽球、網球、籃球、高爾夫球。
C.親子互動：滑步器體驗
(6)藝術生活類：
A.小時學堂：幸福烘焙、品味咖啡、自然手作、原木手作、金工創作、美容保
養、皮革工藝、刺繡藝術、瓷器彩繪、繪畫創作、園藝生活。
B.賣酷學堂：AI 機器人、空拍機體驗、攝影美學、瓷器彩繪、捏陶創作。
C.親子互動：親子趣-泡泡派對、賞螢活動、BABY 動能知覺瑜珈體驗課、BABY
副食品實作班、CBM 嬰幼兒撫觸按摩與知覺動作遊戲檢定班、產後乳腺疏
通按摩專業證照班。
(7)自我學習類：
A.兒童營隊-小貓頭鷹冬夏令營：綜合營、主題營(自然生態、小小創客、藍帶
小主廚、小小主播、小小理財達人、城市廣播小 DJ、藝術美學、創作繪本、
小小中醫等)。
B.國高中營隊- ACA 國際證照國高中營-Photoshop、Illustrator、Indisign、
Dreamweaver、高中未來體驗營-3D 列印。
C.學齡教育- MINIOWL：幼兒塗鴉創作、桌遊、自然觀察、玩樂高手。
(8)銀髮學習：樂齡大學。
5.辦理職場技能班
(1)商管財金類：企業接班人的 12 堂課、創新創業行銷體驗研習班、系統思考行
銷能力實務演練班。
(2)語文學習類：樂活手語班、職場英語會話、樂活講堂-商業法語合約解析(初級)、
樂活講堂-觀光法語(初級) 、越南語文化入門班、印尼語文化入門班、韓語文
化入門班、閩南語認證考照班。
(3)資訊科技類：職場 Excel 應用實務班、網拍達人實戰班、網拍達人批貨班、感
測器在物聯網上之應用。
(4)理工農醫類：樂活講堂-烏龍茶製作中級班、樂活講堂-鐵觀音茶製作中級班、
樂活講堂-紅茶製作中級班、樂活講堂-包種茶製作中級班、樂活講堂-綠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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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班、樂活講堂-茶樹栽培管理初級班、樂活講堂-茶葉製作原理與實作初級
班、民俗經絡保健班。
(5)法律行政類：政府採購法之實例研討與精進對策。
(6)觀光休閒類：太極氣功及太極拳養生班、居家樂活園藝班、樂活講堂-紅酒沙龍、
假日製茶體驗班。
6.辦理專業證照班
(1)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暨回訓班：係屬工程從業人員品質管理教育訓練，灌
輸工程人員品質管理系統之新知，以提升工程品質管理之觀念，建立工程品質
管理系統、預防工程缺失之發生及提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2)政府採購專業人員基礎暨進階訓練班：為充實採購專業人員智識，提升政府採
購效率及品質，預防採購缺失之發生，並建立採購專業人員管理制度，落實採
購專業人員辦法之規定。
(3)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 小時職能訓練講習班：在使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1 項
各款之一所規定資格者，修習營建、政府採購、品質管理、環保及勞工安全衛
生法規、工程圖說判識、工程材料檢測及判識、測量放樣、假設工程、工程施
工管理、工程施工機具及工程施工技術、土方及地下基礎工程、工程結構、機
電及設備、契約規範、職災案例之分析及預防、工地治安等相關課程，熟悉營
建相關新訂法規及技術，並確實瞭解營造業法內營造業工地主任法定權責及執
行業務方式相關規定，提昇工作職能。
(4)技術士檢定等課程證照：為配合政府施政方針，為提昇勞工技能水準促進社經
發展，培訓社會人士獲得專業技能，輔導參加技能檢定，以提昇企業人力品質。
(5)文書管理認證類：MOS 2010 Access 考證照好簡單、MOS 2010 PowerPoint 拿
證照好簡單、MOS 2010 Excel Expert 拿證照好簡單、MOS 2010 Word 拿證照
好簡單、專案管理證照班、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課程(Microsoft Word, Excel,
Power Point)。
(6)資安職能訓練課程：電子資料暨個資保護管理、電子郵件安全、Web 應用程式
安全、資訊系統風險管理及資安事件處理。
(二) 創新規劃方案
未來五年本學院將規劃促進在職進修與產業接軌，持續辦理職前訓練以利社會
大眾習得技能順利就業，並開設為企業及社會大眾量身訂製之學分班及非學分
班之企業包班。整合含有就業、創業及進修之推廣教育，開創多元課程提供社
會所需。將學校資源融入及結合社區，協助中部地區各產業研發業務之推廣，
及提供政府、產業專業諮詢，以達到永續服務發展。具體規劃內容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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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大辦理生活技能全人教育
開發多元非學分班及自辦班，符合社會民眾需求，設計規畫生活技能全人教育，
透過學習轉移壓力，重塑終身學習的新文化。並配合政府教育政策，為學齡前
幼兒到銀髮族民眾量身打造適合之課程，以達生活即學習之效。如Mini Owl學
齡期幼兒課程及小貓頭鷹冬夏令營，針對不同年齡層兒童設計各種課程，如自
然生態、廣播、理財等，讓參加兒童能透過營隊學習不同技能，吸收與課本不
同之感官體驗。貓頭鷹小時學堂，以單元課為主，課程類別有幸福烘培、金屬
編織、咖啡拉花、歐風刺繡等多元主題課程，上課時間短，可立刻看見學習成
果及手作成品，讓人當下感覺「好幸福」的「小確幸」課程，成為近年來進修
顯學，也是豐富生活的進修最佳方式。
2.建置創新創業輔導平台
辦理多元訓練課程，尤其增加與創新創業相關課程，如：手工咖啡創意餐點製
作班、樂活輕蔬食創業班、手工咖啡及創意甜點製作班等皆為創業性質的課程。
未來也將積極與公部門合作，申請與創業輔導相關計畫，並成立企業創新輔導
輔導工作坊，組成包含專家學者與企業界人士之專業顧問團隊，適時提供技術、
募資、法律、行銷與商業化等各創業方面之專業輔導，以輔導更多本院學員及
畢業校友克服在新創事業或轉型時所面臨之問題。
3.推動兩岸經營管理相關境外班，擴大興大知識影響力
隨著大陸與台灣持續擴大開放交流，台資前進深入大陸各省分駐點，開辦海外
分公司與投資設廠。由於大陸受全球化情勢以及近期中美貿易衝突之影響，經
營環境驟變，且相關經貿及環保法規亦調整迅速，導致台資企業面臨創新轉型
等危機。為協助台商化解現今的挑戰，將危機化成機會，成為未來本院重要業
務之一。近期本院依據台資企業生態、經營模式、專才需求量身訂做，及考量
目前上海地區企業面臨轉型需求，推動【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習】境外班，
未來也將啟動福建境內之境外班。
近期將新增辦理的課程如下
(1) 2019 上海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習班第一、二期
(2) 2020 上海台資企業創新轉型實戰研習班第一、二期
4.推廣本校研發技術，擴大本校在東南亞之影響力
(1) 本校教師擁有大量可商業化之技術，諸多農業、工程（如綠能、AI、機械
製造、化工材料等）、生醫等技術，適合推廣至東南亞市場，本院新南向辦
公室將協助教師組團參與東南亞各項重要之技術展，並協助當地台商解決技
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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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合本校教師與當地企業，推廣本校教師研發之技術至東南亞市場，擴大本
校在東南亞之影響力。
(3) 服務國內有意至東南亞發展之廠商，將在未來配合東南亞各類技術展，辦理
技術說明／訓練課程（國內行程）及東南亞參訪團（國外行程），媒合相關
產業，以擴大東南亞市場。
(4) 比照經營管理兩岸相關境外班，辦理東南亞經營管理相關境外班，或依東南
亞台商需求，前往東南亞辦理技術訓練班，以協助台商深化東南亞市場之布
局。
5.結合產官學資源，提升通路服務
本院自108年起受經濟部工業局資策會委託，經營「中部物聯網智造基地HUB」，
藉由大學豐富的產學研能量，透過校內外專家與業師的輔導機制，理論實務並
重，以新型態IoT服務鏈結，透過「創新創業服務一條龍」模式，對大中部地區
進行地毯式盤點、巡迴式診斷、定點式諮詢與後送，並將相關服務導入本院推廣
課程，提供職訓學員就業以外之另種服務，擴大訓輔機制，提升通路服務。
6.建立市場區隔及差異化發展
本校擁有優秀的師資及豐沛的教學研究資源，期望充分活用興大資源與優勢，提
供優質推廣教育服務，建立市場區隔與差異化，以專業教學與課程，奠定本校推
廣教育特色，形成推廣教育自有品牌，在大中部地區成為推廣教育之標竿。

四、預期效益
本學院配合政府產業政策、企業經營脈動與終身學習型社會之需求，於 104-109 年中
程計畫所訂定三大策略目標，活用興大資源，連結校內師生資源與校外企業與政府需
求，提供〝人才與產業需求無縫接軌〞所需之課程、打造終身學習機會、培育具創新
思維之人才為目標，並建置創新創業輔導平台。未來將落實企業經營的理念，達到業
務積極成長，預計每年度營收增長 10%以上。本期預期將可達到下列效益：
(一)持續發展推廣教育業務以充裕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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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以 5 年後年度營收倍增至六千萬元為財務目標。
(二)成為中區地區就業與創業之職業訓練中心
配合本校優良師資及教學資源環境，持續配合政府產業政策，並與各政府單位包
含經濟部、勞動力發展署、科技部、臺中市政府、退輔會、國家文官學院等單位
籌設服務據點及開設職前教育訓練班、職業訓練班，培訓社會大眾及就職者基礎
技能養成，並取得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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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為東南亞市場技術推廣平台
本學院新南向辦公室結合大中部地區 24 所大學校院共同推動南向政策，扮演領頭
羊角色，並辦理雙向之多元交流活動及訓練課程，強化本校教師推廣自身研發之
技術至東南亞企業，以成為國內東南亞市場之技術推廣平台，創造互利共贏的新
合作模式，擴大本校在東南亞之影響力。
(四)成為社會菁英終身學習平台
1. 本學院依循「三創二業」創新、創意、創業、就業之精神，落實大學推廣教育
永續服務與打造終身學習機會。辦理政府委託訓練班、專業證照班、學分班、
非學分班等推廣教育班別。
2. 持續配合政府產業政策、企業經營脈動，並與各政府單位包含經濟部、勞動力
發展署、科技部、教育部、臺中市政府、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
心、退輔會、國家文官學院等單位開設各項推廣教育班別
3. 考量不同年齡族群(包含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族群)之自我成長與終
身學習需求，開設多元課程符合社會大眾及市場所需。
4. 結合文化創意、創新、創業之趨勢，並與政府六大新興產業之接軌，打造本學
院成為中區社會菁英終身學習之平台，強化本院推廣教育之品牌形象，於既有
基礎上，持續前進努力，以達永續推廣教育服務之目的。
(五) 推廣本校之國際外語人才教育
本學程在校院的發展目標與教育目標下，旨在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跨領域知識及
專業外語能力之人才，因而擬定本學程教育發展方向，使學生在國際職場中，能
以積極的工作態度及責任感去應對國際化趨勢。本學程之教育目標如下:
1. 增進不同國家及文化間互相瞭解
2. 提供公、私部門所需之高品質人才
3. 協助學生建立跨國社交網絡
4. 培養學生面對嶄新未來所需之發現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5. 使學生具備全球就業市場所需之競爭力
本學程「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採取全英語授課，進行各領域的全
方位培訓。本校與德國合作學校卡爾斯魯厄應用科技大學(HsKA)及墨西哥合作
學校蒙特雷大學(UDEM)按學期集結於德國、臺灣及墨西哥三地授課，由各校優
秀師資以英語教授亞洲、歐洲及美洲的社會、經濟、政治及貿易概況，瞭解全
球競爭環境及主要經濟體的變化，有利擴大學生國際視野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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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八節 強化校友經營
本校畢業校友人數眾多，已超過 16 萬人，為使校友與母校聯繫能持續不中斷，凝
聚向心力，因此設置校友中心，做為校友與學校的橋樑，以強化校友經營，聯絡校友
情誼，有效整合校友服務項目，提升校友與學校溝通管道，以及加強校友對母校的認
同與凝聚校友對母校之向心力為目標。
本校主要由校友中心參與強化校友經營之規劃與推動，積極推動校友會會務發展
及校友聯誼活動、建立及維護校友通訊資料庫、 協助校友與母校之產學合作、 辦 理
校友證核發及其他校友服務、辦理傑出校友遴選及表揚工作、校友刊物出版及發送、
及校務基金多元化募款工作之規劃與執行。

3-8-1 校友中心
一、單位現況
校友中心於民國 85 年成立(當時名稱為「校友聯絡中心」)，屬校級行政單位，並
於 101 年奉准更名為「校友中心」，成立宗旨是聯絡校友情誼，整合各地校友組織，
藉以凝聚校友力量，強化對母校向心力。校友中心下分設服務及聯絡兩組，共同進行
本校校友服務、聯絡及校務基金募款服務相關業務，現有編制為主任 1 人、組長 2 人、
書記 1 人、行政組員 1 人，共計 5 人，組長以上共計 3 人由本校教師兼任之。
中興大學自西元 1919 年創校迄今已一百周年，校友人數眾多，超過 16 萬人，校
友旅居各地，校友會分布廣闊，遍及國內各縣市及海外包括美國、加拿大、泰國、馬
來西亞、新加坡、澳洲、香港、澳門、上海等地，總計現有 30 個海內外校友會，乃
母校與校友聯繫上的重要助力；此外，國立台北大學於西元 2000 年 2 月由前本校法
商學院分設獨立於新北市三峽區現址，系出同源，前法商學院校友表現傑出，兩校姐
妹會相輔相成，為一大特色。
為使校友與母校聯繫能持續不中斷，校友中心定期辦理多項校友業務，包含：校
慶聯誼餐會、傑出校友表揚典禮、參加校友總會及各分會與各系友會活動、拜訪海內
外校友、促進校友產學合作、舉辦各項校友聯誼活動等；另外，每年編輯出刊「興大
校友」與「傑出校友」兩本刊物、每月寄送「校友電子報」，分享母校近況、各地校
友和各系所發展動態，以增進校友對母校之向心力。
除校友聯絡服務外，本中心並辦理校務基金募款事宜。近年來推動全校性募款專
案，例如校史館興建計畫、興翼計畫扶助弱勢學生獎學金等，致使捐款金總額逐步成
長，104 年捐款計 664 筆，捐款金額 4,312 萬元；105 年捐款計 582 筆，捐款金額 3,459
萬元。106 年捐款計 598 筆，捐款金額 4,117 萬元。107 年捐款計 611 筆，捐款金額
6,266 萬元。108 年上半年捐款計 289 筆，捐款金額 2,56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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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中心期許以「熱誠、服務、關懷」的精神做為校友與學校的橋樑，展現熱誠
的心來服務及關懷校友的需求，媒合校友推動學校發展，達成雙贏局面，進而協助學
校對校友企業提供產學服務。

二、發展重點
校友中心以聯絡校友情誼，協助校友學術研究，促進校友建教合作，增進本校教學研
究、校務發展及宏揚「誠樸精勤」校訓之精神為宗旨，發展重點如下：
(一)推動校友會會務發展及校友聯誼活動
本校於民國 88 年由羅傳進學長創立校友總會，以聯繫校友情感，砥礪校友學術研
究，促進校友事業合作，並宏揚母校「誠樸精誠」之精神宗旨。目前國內各地分
會有 10 個、社團分會 2 個、海外分會 18 個，校內系所友會成立有 45 個，校友廣
布世界各地。本中心協助推動校友總會、各地校友會及系友會會務運作，創建海
內外校友交流聯誼之平台，以凝聚校友向心力。
(二)建立及維護校友通訊資料庫
隨著資訊 E 化時代的來臨，校友資料的建檔及運用多倚賴資料庫進行，建立多元
化的校友資訊系統為管理聯繫校友的必要利器，提供多向的資料更新方式，增加
校友通訊資料的正確性，藉以拓增各項與校友聯繫的管道。
(三)協助校友與母校之產學合作
本校成立已有近百年，校友眾多、菁英輩出，校友經營企業於各領域均有卓越的
成就及表現，為促進校內知識累積與擴散為目標，發揮教育、訓練、研究、服務
之功能，協助推廣學校專利或技術與校友企業介接，或促成校友企業與學校的計
畫合作，以達雙贏之目標。
(四)辦理校友證核發及其他校友服務
校友證自 86 年發行，校友申辦踴躍，累計至 108 年 6 月底已發行 20,403 張。為
使校友使用上更為便利，校友證現已結合悠遊卡、圖書館進出門禁等，未來將持
續擴大校內「一卡通行」的範圍，簡化校內各單位辨識校友身分的認證程序，並
提供校友更多優惠服務。
(五)辦理傑出校友遴選及表揚工作
本中心自 86 年起，每年辦理傑出校友遴選作業，並配合於校慶時舉辦傑出校友表
揚典禮，表彰校友們的卓越貢獻，至 108 年第 23 屆止，總計遴選出 220 位傑出校
友。透過傑出校友遴選作業，在各領域持續發掘優秀校友，以此作為校友與母校
學術研究、產學合作之橋梁，創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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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友刊物出版及發送
每年配合校慶發行《興大校友》及《傑出校友》刊物，內容涵蓋校務發展、中興
視野、校史憶往、系所動態與優秀校友專訪等專欄，提供校友關心母校發展的媒
介，未來除加強電子版本的通行，榮耀校友成就，並凝聚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
(七)校務基金募款工作之規劃與執行事項
盤點過去五年捐款名單，篩選可能捐款者前往拜訪，並配合校務發展擬定募款專
案，透過募款目標具體化，規劃大型募款活動，採重點聚焦之行銷策略，提升募
款效能，並優化線上捐款平台等多元的捐款管道，建置完善的捐款專門網頁，便
利捐款者知曉捐款流程，並以定期定時的徵信公開，建立捐款者對本校的信任。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推動校友會會務發展及校友聯誼活動
(1)推動成立或加強系、所校友會、地區性校友會及行業校友會
每年更新系、所校友會、地區性校友會及行業校友會資訊，強化各類分會之運
作及組織，並逐年協助成立國內外各地區校友會，透過各分會聯絡校友，以達
層級互動交流之成效。
(2)辦理校友返校及各項聯誼活動
辦理各類型式之校友聯誼活動，協助校友返校拜訪行程規劃，如接送住宿、安
排校內單位拜訪等。並於每年校慶，籌劃邀請海內外各地區校友返校參與校慶
活動。2019 年適逢中興大學百年校慶，策畫「校友盃高爾夫聯誼賽」、「海外
校友會聯合餐會」
、
「海外校友返台旅遊團」及「校慶雞尾酒會」等百年校慶系
列活動，邀請校友回母校共襄盛舉。
2.建立及維護校友通訊資料庫
(1)校友資料檔案建立與運用事項
校友資料庫是聯繫校友最重要的工具，本中心現已完成約 13 萬筆校友學籍資
料的建置。校友資料以校友中心為總管理單位，開放各系所協助管理更新系友
資料或由校友本人登入更新個人資料。
(2)校友資料維護與更新
透過各系、所或系友會提供系友資料，整合學籍資料、系所校友資料、校友中
心歷年來蒐集的校友資料及名片、校友會的校友資料及網路搜尋等來源，以建
構完整校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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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校友證核發及其他校友服務
透過完整校友資料庫之建立，簡化現行校友證申辦手續，並藉由校友證之發行，
簡化校友申請校內各項服務的校友認證程序，以整合校友服務項目，如：圖書館
借書、電子信箱、校友會館住宿、校友企業與特約商店優惠折扣等。
4.辦理傑出校友遴選、表揚工作及發行傑出校友刊物
(1)自 86 年起每年辦理傑出校友遴選作業，至 108 年第 23 屆止，總計遴選出 220
位傑出校友。透過傑出校友遴選作業，讓本校得以持續發掘在各行各業中的優
秀校友，並以此為橋梁，媒合校友與母校進行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共創互利
互惠。
(2)每年固定於校慶時舉辦傑出校友表揚典禮，表彰校友卓越貢獻，加強號召各系
所師生、系友及海外校友返校觀禮，以凝聚校友情感，同時提升母校聲望。並
透過出版《傑出校友》刊物分享傑出校友優秀事蹟，激勵在校學生精進向上。
5.校友刊物出版及發送
每年固定於校慶前出版《興大校友》刊物，內容涵蓋近期校務發展、系所動態、
優秀校友專訪及傑出校友事蹟，作為校友了解母校發展之管道。除紙本發行外，
並於校友中心網站建置線上連結電子期刊，且透過電子郵件發送通知校友於線上
瀏覽，除擴大讀者群，並達成降低成本與節能環保之目標。
6.校務基金募款工作之規劃與執行事項
(1)配合學校發展政策的募款標的
供給獎學金方面：助學功德金自 97 年起接受各界善心人士捐款，迄今已逾 10
年。功德金主要幫助申請不到獎學金及就學貸款之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導
致就學發生困難學生，補助範圍包含學雜費、生活費及住宿費及其他所需支出。
又於 105 年起啟動興翼計畫，成立「興翼獎學金」捐款專案，自 106 學年度辦
理興翼獎學金，每年提供 8 名經濟弱勢新生在學 4 年 40 萬元獎學金，並提供當
年度低收入、中低收入及特殊境遇等身分入學之新生 1 萬元獎學金補助。自 107
學年度起，興翼獎學金將依捐款金額與預算額度，彈性調整獎學金發給名額，
以期幫助更多的學生，擴大扶助弱勢效益。 除了助學功德金及興翼計畫獎學金
外，尚有由各界捐助的獎助學金，本校因此成立管理委員會負責獎助學金之存
放保管及審查核給事宜。
供給行政及學術方面：各界善款流向不僅提供助學獎學金，尚有捐贈供行政單
位、學術單位、校務發展、校慶活動、學術研究等不同用途以利各執行面向進
行。此外，本校即將進入創校 100 周年並藏有豐富底蘊，為保存及傳承學校歷
史、文物及紀錄等資料，校友中心配合學校於 108 年 4 月所舉辦之「中興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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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興大與台大校史檔案聯展」
，延伸於 108 年 7 月與香港校友會在香港
尖沙嘴共同主辦「興大百年校史展」，並籌劃募款活動以建設校史館。
(2)後續成效追蹤及回饋
提供捐款者完整清楚的捐款機制及使用狀況，以獲取捐款者信任。如針對募款
標的之募款進度或善款使用狀況提出定期報告，公開徵信資訊，並透過頒發感
謝狀或獎牌、辦理公開活動如記者會等，表彰校友貢獻。
(二)創新規劃方案
1.推動校友會會務發展及校友聯誼活動
(1)與國內外各地區校友會之聯絡工作並協助其會務推展
不定期召開與校(系)友會座談會，邀請各校友會、系所友會代表參加，透過座
談會諮詢及交流意見，由系所與校友會直接與校友接觸，以全面擴大校友聯絡。
(2)建立校友聯絡服務平台
暢通與校友聯絡溝通的管道，以多元網路媒介經營全方位的校友服務平台，除
維持校友中心官方網站運作外，持續以校友資訊系統寄發學校相關訊息及各項
校友活動花絮、校友動態等，提供校友各項服務。
2.協助校友與母校之產學合作
(1)媒合應屆畢業生及校友提供校友相關企業所需人才
配合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辦理相關徵才就業媒合活動，媒合及協助畢業生與校
友企業進行就業相關活動。
(2)運用學校資源協助校友相關企業管理或技術研發
了解校友需求並尋求校內相關資源協助校友企業與本校相關系所及教師進行
產學合作。
3.辦理核發校友證及中興之友卡、協助申辦永豐認同卡及其他校友服務
(1)提供畢業校友選擇五年期的一般校友證或永久校友證，使即使畢業也可以繼續
享有母校的特定資源與設施，並爭取更多的校外優惠福利。
(2)對學校不遺餘力的熱心捐款者，提供中興之友卡，享有與校友證同等的待遇。
(3)為共同支持維護及聯繫學校，與永豐銀行合作推行「興大認同卡」，除透過捐
贈消費金額的 3.33‰支持興翼計劃募款外，持卡人亦可享有學校專屬優惠。
4.校務基金募款工作之規劃與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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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目前提供現金、匯款、郵政劃撥、支票、信用卡等紙本捐款方式；線上捐
款則有 web ATM 及信用卡線上捐款平台(http://give.nchu.edu.tw/donation.php)
兩種。
(2) 除 此 之 外 ， 於 學 校 首 頁 設 立 募 款 專 區 ， 建 置 完 善 的 捐 款 專 門 網 頁
(http://give.nchu.edu.tw/index.php)，網頁上提供各項募款項目、捐款流程、節稅說

明等，以便利捐款者捐款作業。

四、 預期效益
透過前列發展重點與執行計畫，加強校友向心力，提升校友與學校溝通管道，以利校
務發展，達成下列效益：
(一)藉由增強校友聯繫，掌握校友動態，提供完整便利的校友服務，與校友建立良好
且定期的互動模式，加強校友對母校的認同。
(二)透過不同網路之服務平台，布建校友聯絡網，提升資訊的深度與廣度，有效凝聚
校友對母校之向心力。
(三)透過媒合校友與母校產學合作，協助推廣學校專利或技術與校友企業介接，建立
學校與企業的夥伴關係，藉以提升校友企業知識創新能力，落實大學知識產業化。
(四)擴大校友證使用功效，以「一卡通行」模式簡化校友認證程序，有效整合校友服
務項目。
(五)透過傑出校友遴選與表揚，持續發掘優秀校友，藉以宣傳本校教育成效，有效提
升本校在國內外的聲望與知名度，並以傑出校友的卓越事蹟，激勵在校學生精進
向上。
(六)定時定期出版校友相關刊物，內容包含校園動態、校史追憶、校友專訪、系所活
動等，透過校友關心的議題，強化校友對母校之認同，進而願意挹注母校發展。
校友中心每月定期寄發「校友報馬仔」
，透過每月一期的電子報，宣傳學校動態、
校內重要訊息、校友新聞、活動花絮及勸募訊息，維持與校友的溝通橋樑。
(七)透過募款資訊之公開透明，建立校友信任感，達成拋磚引玉之效益，吸引更多校
友回饋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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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人文藝術與文化資產
本校提倡「以人為本」之辦學理念，非常重視人文藝術教育，校園藝術氛圍營造及校
史、文化資產的維護與推廣，以培育具人文素養、社會關懷，理性與感性兼具及有國
際觀與宏觀視野的現代青年為目標。
本校主要由藝術中心及圖書館二單位參與人文藝術與文化資產之規劃與推動：
一、藝術中心：為本校一級行政單位，負責籌辦藝術展演、美術推廣教育、文化交流
活動與協助校園空間美化等工作。規劃 104 至 109 學年度重點業務有舉辦優質展
覽，落實美感教育；協調相關教學單位，提高學生參與率；協調校園藝術景觀之
規劃，營造藝術氛圍及網路宣傳平台的建立等四項。
二、圖書館：於 100 年起承接校史館及本校出版工作，為培養師生文化素養，完整保
存本校學術成果，建置機構典藏系統，規劃 104 至 109 學年度重點業務有館藏擴
增、服務多元、資訊優化及校史深耕等四項。

3-9-1 藝術中心
一、單位現況
(一)本校藝術中心成立於民國 77 年，屬學校一級行政單位，現有主任及職員、工讀生
各一名。組織系統包含特聘藝術顧問黃光男等 6 名，藝術展覽評審委員林榮森等
12 名，協助推薦並通過展覽邀請。中心位於圖書館 7 樓，遠眺中央山脈，近臨中
興湖，風景與人文風華薈萃於斯，學生到此閱讀觀展，滌盪心靈，領悟哲理，息
游之樂，合乎「游於藝」之旨。展覽室畫分為 A、B 兩廳，前者適合大型展件，
後者宜於框型精品陳列，合計兩百坪。自民國 94 年遷至現址至今，舉辦超過 96
場展覽，展場被藝術家稱譽為中部首善之完整展場，咸以到此展出為榮。
(二)中心所舉辦每場展覽例皆協調大一國文課學生參觀教學，經由網路與大小海報遍
布宣傳，加之學生來往圖書館閱覽地利之便，參觀人數平均可達 2,000 人次以上，
為培養文學氣質和藝術品味，蓄積可觀的能量。設有專屬典藏室，典藏書法、水
墨、水彩、油畫、膠彩、雕塑、攝影、工藝等名家作品千餘件，其中大筆捐贈包
括黃雲溪書畫 125 件，謝紹軒書畫暨珍藏古董字畫 346 件，董敏、莊靈攝影 166
件，李滌生書法千餘張，另有黃光男水墨(10)、簡榮泰攝影(11)、黃祖蔭收藏近人
翰墨(15)、林榮森書法(16)、張豐吉攝影(12)、甘治水墨(60)。已出版《國立中興
大學藝術中心典藏作品集》三冊、募款出版藝術家專輯逾 20 本，擴大了藝術品
的交流與效應。在興大提倡「以人為本」的理念支持下，藝術中心打造校園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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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的進程具有指標意義。在興大提倡「以人為本」的理念支持下，藝術中心打
造校園藝文氛圍的進程具有指標意義。

二、發展重點
(一) 舉辦優質展覽，落實美感教育：本校未設有藝術院系，幸有通識教育藝術相關教
學課程，稍可彌補其不足。為普及藝術欣賞，引介大師級藝術家來校作示範展出，
藉以培養學生藝術品味，中心責無旁貸。104 年度至今已舉辦 41 場展覽、8 場藝
文活動分列年度如下，通過大力宣傳，學生參觀人數屢達 2,000 人次以上，對落
實美感教育，起了極大作用。
1. 104 年共舉辦 6 場展覽：
「順逆皆自然—黃媽慶木雕創作展」、「興園息游—陳欽
忠書法創作個展」、「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展」、「王顯正現代水墨山水
展」
、「中興中文 50 年・系友書法家聯展」
、
「百年臻藝-郭双富前輩畫家收藏展」
。
2. 105 年共舉辦 8 場展覽及 2 場藝文活動：「第十一屆國立中興大學教職員工暨眷
屬藝展」、學生藝術季辦「抽屜裡的時光機」收藏展、「繪事後素・戴武光水
墨展」、「童頑心畫・劉其偉藝術暨探險文物特展」、「情繫香格里拉的水彩大
家-傅啟中教授展」、與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敦煌研究院
合辦「絲路拾珍—敦煌文物藝術展」、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展」、與陸
軍第十軍團合辦第 50 屆國軍「文藝金像展」
、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長講座「共
同守望人類的敦煌」、與國美館、長歌藝術傳播合辦臺灣資深藝術家影音紀錄
片「快雪時晴憶莊嚴」發表暨座談。
3. 106 年共舉辦 10 場展覽及 3 場藝文活動：「江村雄國際得獎攝影作品展」、協助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舉辦「傅啟中水彩特展-兩岸交流展」、與澳洲駐臺辦事
處合辦「Land Down Under 台灣打工度假青年鏡頭下的澳洲」、協助樂得藝術
假國立國父紀念館舉辦「情繫香格里拉的水彩大家-傅啟中教授展」、與大學
院校藝文協會合辦「新藝新聲-兩岸青年視覺藝術交流展」
、
「黃雲溪書畫回顧
展」
、
「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展」
、
「愛的行板—2017 倪朝龍創作展」
、
「興
大典藏—陳其銓・謝紹軒書畫精品展」、「物競心擇—楊上峰個展」
、詩人洛夫講
座「因為風的緣故-我的藝文創作之路」、詩人林煥彰講座「老頑童的文學之
路-從《行走的詩》、「洛夫名譽文學博士頒授暨詩歌演場會」。
4. 107 年共舉辦 11 場展覽及 3 場藝文活動：
「興大典藏—當代攝影名家作品展」
、
「海
洋・進行式—莊明中 2018 油畫創作展」、與南投縣文化局合辦「2018 綺麗南
投・藝彩飛揚—中興大學邀請展」、「大地行吟・惠蓀畫情—顏聖哲彩墨畫
展」
、與陸軍第十軍團合辦第 51 屆國軍「文藝金像獎」
、與臺灣阿布電影股份
有限公司合辦「看見・福爾摩沙—齊柏林空中攝影公益巡迴展」
、
「興大典藏—
陳其銓墨寶展」
、與人社中心、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合辦「再現景色・
Deconstructing Landscape—李淮視覺藝術創作展」、
「七十從心—簡銘山書法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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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時間的河・花語錄—2018 吳榮宗創作個展」、「醉心書畫老不休—柯耀
東八六創作展」
、顏聖哲教授講座「如何看景入畫—談中國近代水墨發展史」、
與中華弘道書會、廣東省書法評論家協會合辦「2018 翰藝乾坤—兩岸文化交
流」座談會、行政大樓前楊上峰鐵雕〈躍升〉捐贈揭幕式。
5. 108 年至今共舉辦 5 場展覽：「若水~陳冠勳雕塑個展」、第十二屆「國立中興大
學教職員工暨眷屬藝展」
、
「興大之 SHOW~趙宗冠・唐雙鳳—全家六人展」
、與
南投縣文化局合辦「興文翰墨—中興中文系友師生書法展」
、
「國立中興大學藝
術中心典藏暨甘治水墨捐贈展」、「他們的故事—蕭耀華攝影展」。
(二)協調相關教學單位，提高學生參與率：中心舉辦藝術展覽，皆由專家學者所組成
之「藝術中心評審委員會」依據本中心「展覽要點」舉薦審查，表決通過，因此
蒞校展覽藝術家皆為該藝術領域中獲有傑出成就，具範高度者，足以向相關教學
單位協調教學參觀，引導欣賞。單位推薦，納為教學課程之部分，藉以引導欣賞，
培養藝術感之能力。目前已協調中文系大一國文、進修推廣部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安排學生參觀教學時段，成效業已顯現；同時展覽已列通識教育自主學習點數認
證，亦吸引不少學生參與。
(三)協調校園藝術景觀之規畫，營造藝術氛圍：興大校園廣闊，建物林立，花草樹木，
四季循環，各顯其美韻，若能適當綴以立體藝術，融入自然風景之中，實妙不可
言。目前校園中已裝置有黑森林《孔學要旨刻石》
，惠蓀堂《湯故校長惠蓀週會講
詞》
、《惠蓀堂聯》
、《中興傳奇》，中興湖《母與子》、《沉思者》，圖書館《蓄勢待
發》，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大樓《航向幸福》，動植物防檢疫大樓《動物植物很快
活》
，文學院《心之森》
，行政大樓《躍升》
、
《深耕》
，應用科技大樓《種子興大業》
等，為興大人文景觀樹立口碑，學生當可從中潛移默化「潤物無聲」
，感受美學氛
圍，培養藝術氣質。
(四)網路宣傳平台的建立：優質展覽必須指引觀眾欣賞，始能彰顯其價值與意義，傳
統的海報宣傳固然必要，仍須積極建立網路宣傳平台，做到滴水不漏的訊息傳遞，
俾使遠近學生皆能獲悉觀展。目前已建置中心個別網站及社群專頁，常見網站中
學生團體或個人瀏覽按讚，進而互傳訊息為樂，學校「興新聞」亦透過網站訊息
發布新聞，成效甚佳。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舉辦優質展覽，落實美感教育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展覽內涵的均衡化：中心歷年舉辦藝術展覽共計 96 場，類別包括書法、水墨、
油畫、水彩、膠彩、版畫、攝影、數位藝術、雕塑及工藝等，歸納得知某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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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集中化傾向，此一現象的發生，可能與中心評審委員推薦熱忱與否有關。
今後擬於年度評審會議召開前，逐一敦促委員提供推薦名單，先由中心均布化
後提到會議中審查，俾使表決通過呈現各類均衡結果。然後據以邀請藝術家辦
展，每年達到各類藝術都有展覽機會，提高學生參與興趣。
(2)108 年-109 年規劃展覽計畫
A.「他們的故事—蕭耀華校園巡迴攝影展」(與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合辦)
B.「興大百年校慶—李轂摩書畫特展」(林澤輝校友贊助出版專輯)
C.「陳宏勉・林淑女—書畫篆刻雙個展」
D.「明宗書法藝術館聯展」(與高雄明宗書法藝術館合辦)
E.「寧可書畫展」
F.「黃騰萱創作展」
G.「蔡榮祐陶藝展」
H.「黃緯中・林文昭書畫雙人展」
I. 「李元亨繪畫與雕塑展」
(3) 預計未來邀約藝術家名單：
A.數位藝術領域：許素朱
B.工藝領域：陳春明、翁明川、蔡榮祐、林秀鳳
C.水彩領域：蘇憲法、張秋台
D.版畫領域：廖修平
E.水墨畫領域：楊智雄、蔡友、李義弘、蘇峰男、羅振賢、吳學讓
F.插畫領域：廖福彬(幾米)
G.攝影領域：張乾琦、莊靈
H.書法領域：杜忠誥、李郁周、薛平南、黃智陽
(4)勸募企業贊助，增加展覽次數：藝術中心每年經費預算 83 萬元，扣除工讀金
之外，能用以舉辦展覽的經費，所剩不多。因此對外募款以支持現行每年 8 場
展覽所需，早已行之有年，例如 104 年度「王顯正水墨山水展」
、
「陳欽忠書法
展」
、
「中興中文 50 年・系友書法家聯展」
，105 年度「繪事後素・戴武光水墨
展」、「情繫香格里拉的水彩大家-傅啟中教授展」，106 年度「物競心擇—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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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個展」、
「海洋・進行式—莊明中 2018 油畫創作展」，107 年度「時間的河・
花語錄—2018 吳榮宗創作個展」
、
「若水~陳冠勳雕塑個展」即由募(籌)款所得舉
辦。若須增加展覽次數，涵蓋各個藝術類別，更須加大募款力度。108 年度擬
舉辦之「興大百年校慶—李轂摩書畫特展」
、109 年度擬舉辦之「黃騰萱創作個
展」茲已商請企業家贊助。
2. 創新規劃方案
(1)儲備藝術家候選名單，以利展覽之多元性：為使學生接觸多元藝術風貌，展覽
領域的均衡化，除了徵求個別評審委員提交該一類別藝術家名單，以利推展
外，未來更擬以儲備符合資格之藝術家，先行提供評審委員表達推薦意願，再
次召開會議，集合眾人意見，表決通過名單備用，嗣後規劃年度展覽時，從中
擇取各類別藝術家，邀請來校辦展。
(2)增加企業募款額度：中心現有預算，實不足以支應既有展覽類別，如需開展多
元展覽，勢必加倍努力對外募款，目前已有「遠錦建設公司」
、
「瀚海企業公司」
、
「新英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
「裕盛建設」
、
「勁洋科技有限公司」
、
「寶成集團」
等多位認同藝術教育理念的企業家名單，商請贊助四年 8 場以上的展覽。
(3)加強數位化平臺：為能讓展覽能不受時空限制參觀，拍攝佈展縮時影片、導覽
影片或開幕影片等，上傳至影音平台與官網連結；同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導覽
功能，增強觀者對藝術家及展品的瞭解；另已錄有歐豪年〈虯龍〉、廖大昇〈晨
音〉等 AR 擴增實境影片，用作解說，後續也會多加應用。
(二)協調教學單位，提高學生參與率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加強宣傳教學參觀：現行擴大學生參與方式，不外乎中文系大一國文課程與進
修推廣部文化創意產業學程兩者，為中心展覽帶來人潮，然從總參觀人數與實
際開課人數，尚有一段距離。因此強力傳達展覽訊息，連同展覽導覽手冊一併
送達授課教師，俾使熟悉展出內容，便於帶領學生參觀時，進行教學導覽。
(2)延長開放時間，方便更多學生參觀：為增加學生觀展人數，擴大展覽欣賞效益，
較原先多出星期一時段，以利大一國文課教師安排教學參觀，有效增加參與數。
(3)舉辦徵文比賽，深化學生藝術探索：授課老師率班參觀展覽，往往交代學生撰
寫心得報告，其中常有佳作，先前已徵得學生同意，將此報告張貼於展覽作品
旁，學生甚以為榮，兼可提高後來觀賞者之興趣。未來計畫針對某些熱門展覽，
舉辦心得寫作比賽，藉以提高學生探索藝術之興趣，深化藝術欣賞之內涵。
2. 創新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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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調通識教育中心納入自主學習活動：通識課程本具有全人教育設計，未來將
協調辦理「看展覽、集點數、換學分」活動，預期將自大一同學擴大至全校學
生，參觀展覽從而獲益的學生人數，將大為提高。
(2)聯繫文化創意學程，納入學分積點：目前與文化創意學程策略聯盟，將藝術中
心展覽納入畢業實習認證，鼓勵學生多多參與藝術中心展務，體驗策展流程，
提高學生與藝術家接觸及作品賞析的能力。然而目前尚不夠踴躍，未來將比照
通識中心合作方式，加以參觀展覽累積點數換取學分，鼓勵學生參與。
(3)聯繫本校附屬高中、高農師生參觀：結合高中職資源，擴大宣傳，提升附屬中
學與大學的連結性，目前高農美術課老師已將藝術中心展覽列入課程認證，鼓
勵學生蒞臨興大參觀。
(4)協助中文系與國際學校師生交流活動，安排導覽課程，將藝術與文學結合，讓
國際學生能體驗到中文與藝術之美。
(三)協助學校規劃藝術景觀，營造藝術氛圍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增置校園公共藝術：已協助學校完成驗收人文大樓、應用科技大樓及食品工廠
公共藝術落成，教授會移置「沉思者」雕塑暨徵文比賽，目前持續進行「女生
宿舍誠軒大樓新建」之公共藝術徵選，力求過程嚴謹，提高美感層次。
(2)豐富校園人文景觀：現有藝術裝置已有一定數量，然偌大校園仍有許多空間可
供運用。茲擬協調教授會、景觀規劃小組、校友中心普查適宜位所，一一列舉
造冊，依此聯繫企業家校友認養，為學校人文藝術增色。
2. 創新規劃方案
(1)為引進更多裝置藝術，未來計畫邀請雕塑名家來校演講，同時商請學校招待至
惠蓀林場遊覽住宿，領略林園之美，再進行勸募捐贈雕塑之事，並敦請企業家
校友配合贊助藝術家工本費，以觀厥成。
(2)藝術中心典藏平面藝術，內有許多名家書法、繪畫、攝影佳作，且皆備有圖檔，
方便複製提供全校各單位裱褙懸掛。未來計畫將此訊息充分傳達，以利採擇，
共同妝點學校內外兼備之藝術景觀。
(3)移置洪易先生公共藝術：多年前動植物防檢疫大樓公共藝術「動植物很快樂」，
為當代雕塑大師洪易作品，原設計裝置於該大樓正面，因故改為後院角落，失
去創作原旨。擬協調總務處，研擬搬遷至適當場域，預期可成為學校藝術景觀
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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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營繕組合作，規劃建置校園新公共藝術：近年學校增建多棟建築，以便利師
生教學研習，豐富校園生活，為能同時注入美學於生活之中，擬於第二學生餐
廳規劃區，設置大範圍公共藝術，落實美感養成。
(5)協助林管處規劃惠蓀林場能高山莊樓層藝術裝置、會議中心大型藝術景觀以及
石刻題字等，加深學校與惠蓀林場的關聯，提升藝術氛圍。
(6)進行永豐銀行興大分行遷移新址的空間美術設計，同時將現有展覽拓點展出，
美化分行，達到兩地參觀的效益，期能再打造出另一個臺中市「藝術亮點」。
(四)網路宣傳平台的建立
1. 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更新網站設計，隨時傳遞最新消息：中心新網站已建置完成，有助於隨時張貼
資訊及明確的圖文表達，加快瀏覽速度，提升宣傳效度，後續會加強中英文版
面的同步。
(2)結合多方網路資源，擴展宣傳範圍：中心目前展覽宣傳管道除傳統實體文宣發
送外，架設有藝術中心網站及社群網站專頁，擬將多使用校內首頁輪播系、電
子信箱發送及委託「興新聞」撰寫宣傳等方式，隨時公告最新展覽資訊。
2. 創新規劃方案
(1)積極建立雙語網頁，藝術無國界，提升國際能見度：目前中心網站雖有中英文
版網頁，但礙於藝術品推廣翻譯不易，網頁緩於更新，未來將著重加強雙語呈
現，增強網頁宣傳內容，不受限於語言，傳遞作品藝術理念、展覽資訊。
(2)將展覽數位化呈現，擴大美術教育影響力：除鼓勵大眾於展期間蒞臨參觀，與
作品面對面交流外，透過網路的呈現，影音平台的建置，亦能吸引不同地區所
屬，線上瀏覽，提高參觀人數。

四、預期效益
(一)多方面努力募款，增加涵蓋各藝術領域的優質展覽次數，拓展學生藝術欣賞視野，
有效落實美學教育。協調學校相關教學單位，安排學生參觀時段。督責撰寫報告，
激發學生探索藝術之興趣，加深其藝術素養。儲備藝術家展覽資料庫，有效調整
展覽內容，趨於均衡化、多元化，使學生受益於各種藝術薰陶，領略人類智慧創
造藝術的偉大精神。
(二)延長展覽開放時日，協調教學單位，安排學生參觀，由任課教師導覽，要求學生
撰寫心得報告，定可提升人文藝術教育推展的效能。商請通識教育中心、文化創
意產業學程納入學生計點，帶動參觀人潮，不僅增加課程趣味，同時激發學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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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藝術之熱忱。
(三)積極勸募名家作品，朝向金質獎的目標，提高新建大樓公共藝術品質，精心裝置
校園立體藝術，美化公共場域牆面布置，共同營造內外兼具的美學氛圍，使學生
「藏脩息游」於其間，陶染藝術，樂於所學之專業，印證「以人為本」的召喚，
絕非一種空構的理想。
(四)更新網站設計，便於隨時同步展覽資訊，結合多元網路資源，有效強化宣傳效益。
同時透過數位化展覽呈現，增加線上參觀人數，拓展藝術影響力，雙語的建置，
將提升國際能見度，鼓勵外籍學生一同參與，樹立優質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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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圖書館
一、單位現況
本館於 100 年起承接校史館及出版中心營運重任，且設置特藏資料展覽區，培養校內
師生之文化素養；另亦建置機構典藏系統，完整保存本校的學術產出；開發具校史背
景與人文意象之文創商品，以凝聚師生與校友向心力。
(一)校史資源
校史館典藏許多與校務、教務、學務相關的文物資料，呈現興大的歷史軌跡及篳
路藍縷的發展歷程。
(二)特藏資源
特藏室目前藏有臺灣日治時期珍貴古籍《臺灣紀要》
、日治時期畢業論文手抄本與
673 冊的論文複製本、已故詩人陳千武的創作手稿等珍貴藏品，以及興大歷屆校
長墨寶展示，目前積極徵集國際名家文物，館藏陸續充實中。
(三)出版成果
圖書館出版中心任務小組至目前出版 18 本專書外，配合百年校慶積極規劃學門主
題專書，同時持續致力推展各學門領域專書出版業務，擴增出版品學門領域；104
年起更積極參與國內外各類書展，如台北國際書展、香港書展、誠品 R79 及海峽
兩岸等，並持續擴增銷售通路，提昇本校學術影響力。
(四)機構典藏
機構典藏系統現有之學術資料包括期刊論文、校內出版品、碩博士論文、研究計
畫報告、演講與研討會會議資料，及部分灰色文獻共七萬餘筆，持續進行建置中。
(五)校園文創紀念品
本館文創小組至目前為止，共開發與設計 18 項具校史背景與人文意象之文創商
品，以凝聚師生與校友向心力，彰顯興大辦學特色與學術風格，並供各單位同仁
國內外參訪交流之用。

二、發展重點
在人文藝術、文化資產部分，本館共規劃館藏擴增、服務多元、資訊優化、校史
深耕四大重點，做為本項計畫發展的主軸。
(一)館藏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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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維護保存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農林
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等）臺灣農林業史珍貴特色館藏。
2.豐富校史資料，組織、維護與呈現高價值之校史相關文物。
3.徵集國際名家文物。
(二)服務多元
1.發展出版中心業務，拓展本校學術影響力。
2.徵集規劃優質學術出版品。
3.建立出版中心多元銷售管道。
4.逐年回溯本校學位論文數位化，提升本校學術影響力及被引用率。
5.舉辦校史相關文物特展，提升本校之國際知名度。
6.舉辦特藏室珍貴文物專題特展，提升本校之能見度。
7.設計與開發具校史背景與人文意象之文創商品，凝聚師生與校友向心力。
8.建立實體與線上販售管道，提升文創商品曝光度。
(三)資訊優化
擴充機構典藏系統功能，將系統中之期刊論文、校內出版品、碩博士論文、研究
計畫報告、演講與研討會會議資料，及部分灰色文獻等各類型學術資源集中與互
通。
(四)校史深耕
1.規劃校史地景導覽。
2.製作漫畫校史。
3.出版校史珍貴文物圖錄與百年專書。
4.採訪資深校友，記錄口述歷史。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館藏擴增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持續維護保存日治時期台灣農林業史珍貴特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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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館於民國 93-96 年間，整理出約四千冊的特殊館藏，現保存於特藏室中。
B.民國 97-100 年間，申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已完成「卒
業報文」（林政學系手抄本畢業論文）的數位化工作(共計有 673 冊)。
C.目前尚保存一批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遺留之舊籍，約三萬
餘冊，當中尚有許多台灣農林業史的珍貴資料，內容稀有且獨特，其中七成
為日文與外文文獻，亟待整理維護；本館已籌組特藏委員會，持續爭取計畫
經費予以修護保存，強調館藏特色。
(2)豐富校史資料
積極連絡校友、查訪文物蒐藏家，以完善徵集高價值的校史資料。
2.創新規劃方案
(1)校史相關文物特展
預計於百年校慶舉辦校史專書發表會與特展，展現本校之國際視野與知名度。
(2)舉辦特藏室珍貴文物專題特展
為增強本館的館藏特色，目前於圖書館 2 樓設有特藏品展示空間，內容包含歷
年知名作者簽名書、絕版圖書主題論述、不同時期學校代表性圖章複刻版、文
學作家手稿….等。
(3)循此模式，日後將持續展出各式不同且具代表性的特藏主題。
(二)服務多元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完成出版中心初步法制化作業
為使出版中心運作及出版品管理事宜有所依循，本中心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出
版中心設置辦法」、「國立中興大學出版中心出版作業實施要點」
。
(2)建立出版中心營運模式
設置「出版中心諮詢委員會」，提供出版中心經費之募集、管理、業務發展重
要事項之諮詢，及設立人文社會、理工、農業資源暨生物醫學等「學門編輯委
員會」，進行出版品審查作業，建立流暢完整的營運模式。
(3)持續徵集出版優質學術出版品
A.製作發送出版宣傳、與各系所進行出版業務說明、建置出版中心網頁等管
道，使校內單位知悉本中心運作，擴增出版品學門領域，提昇學術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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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出版中心業務永續發展。
B.規劃「百年校慶學門主題專書」，為慶祝百年校慶，出版中心積極與各學院
合作，規劃百年校慶學門主題專書，展現各學院推動教學及研究成果。
(4)積極參與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
聯合各大學出版社，整合各校資源參展，集結各大學學術出版的能量，共同行
銷宣傳推廣學術知識閱讀。
(5)建立出版品多元銷售通路
建立實體書店與線上網路書店等各種銷售模式，提昇出版品知名度及影響力。
A.於各大網路書店銷售，使出版中心出版品可於網路書店購得，例如：國家書
店、博客來、三民書局、金石堂等網路書店。
B.參與台北書展、香港書展等國內外各類型書展，舉辦新書發表會、主題講座
活動，展現本校豐沛的學術能量，積極將本校出版品展現於國際舞台。
C.設置實體書店銷售，於誠品書局 R79、敦煌書局中興書坊、本校實習商店等
成立專區。
(6)逐年回溯本校學位論文數位化，提昇本校學術影響力及被引用率。
本館為提昇本校學術影響力及被引用率，規劃學位論文數位化回溯建檔作業，
針對 95 年 5 月前尚未數位化之學位論文，優先挑選 89-95 年出版論文約 4,700
冊進行數位化、Metadata 建檔及保存工作。
本計畫擬以四年為期，規劃執行步驟如下：
A.回溯建檔前置作業
了解資料狀況、建立數位化清單、制定工作流程及作業規範，進而採購相關
設備及評估人力需求，或是依據單本論文數位化之成本提出需求規劃書，公
開招標徵求有意願廠商外包。
B.數位化流程規劃
a.數位化作業：論文掃描成全文電子檔案後，加入浮水印、設定保全及轉檔
成 pdf 全文檔案。
b. Metadata 建檔：利用國圖、國科會科資中心及 ETDS 取得之 Metadata，將
缺漏欄位補齊，並經人工審核建立數位檔案。
c.典藏保存：圖書館公開陳列研究生繳交之紙本學位論文，但基於著作財產
權之保護，學位論文數位化回溯建檔後，典藏保存本校電子學位論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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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校系所的校友清單，取得聯絡資訊，通知研究生上網利用國圖「虛擬博
碩士論文系統」提供的線上授權管理機制進行授權。
(7)徵集本校教師圖書著作，展現本校學術地位，並提高教師著作能見度
本館徵集本校教師升等、獲獎著作以及各單位教師豐富多元的個人出版品，於
圖書館 2 樓閱讀窩區辦理「興師書展」，並於書展活動結束後，移往興師圖書
專區陳列典藏，以營造專屬興大教師著作的典藏空間。
興師圖書專區執行方式如下：
A.徵集全校現職專兼任教師專書著作。
B.彙集教師著作書單，比對本校圖書館館藏並剔除複本圖書。
C.進行採購圖書、登錄、分類編目與加工等作業。
D.新增之圖書與原館藏之圖書彙集於書展區供眾閱覽（階段性推廣活動）
。
E.建立興師專書網站，展示教師圖書著作與連結教師研究領域之相關資訊。
F.移往一樓興師圖書專區陳列與典藏，期能展現本校教師著作之學術價值與提
升全校師生閱讀風氣。
2.創新規劃方案
(1)創新建置出版品「線上 EASY GO」平台，提供消費者便利的電子支付購買商
品管道。
A.建置出版品「線上 EASY GO」電子購物平台，提供金流服務（ATM 繳費、
信用卡付款等功能）及物流服務（超商寄送、宅配等）
。
B.建立線上多元商場，結合出版中心出版品、圖書館文創品、以及本校學生會
等商場，整合學校商品，便利消費者選購。
C.電子化服務配合時代流潮並增加本校商品曝光度。
(2)創新設計、開發與行銷校園文創商品
A.設計與開發多項校園文創商品。
B.積極參與校內大型活動，增加文創商品曝光度，如畢業典禮、春蟄節等活動。
C.建置文創商品專屬網頁、各項商品線上型錄及線上交易平台，並整合學生會、
校友總會及實習商店之各類商品，行銷全校校園文創商品。
D.積極與校內各單位洽談，專案銷售文創商品與合作開發校園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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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建立實體販售通路，如興大敦煌書局及實習商店，增進商品曝光度。
F.與校友中心合作，不定時發送校友文創商品訊息。
G.推出多項商品預購機制，積極行銷商品，如畢業療癒盆栽、萬用頭巾等。
(三)資訊優化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其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為擴充機構典藏系統功能，並透過資料視覺化，使機構典
藏系統收錄的資源可以透過量化數據的統計分析以突顯重要資源。另外，將持續
建置教師著作及教師履歷，可追蹤研究者的學術研究產出，以提升本校學術資源
之使用率及能見度，增進評鑑優勢及網路大學排名，完善呈現本校學術能量。
2.創新規劃方案
(1) 系 統 擴 充 以 支 援 「 開 放 型 研 究 者 與 投 稿 者 識 別 碼 」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ORCID)，並協助研究者註冊唯一的永久識別碼，此識別碼可以
解決研究者在網路環境中姓名識別的問題，未來研究人員可透過其應用，以減
少重複建檔、增加資料互通性並追蹤研究成果的使用狀況。
(2)透過客製化的量化統計並以資料視覺化方式呈現，以活化典藏內容，突顯機構
典藏收錄之重要資源。透過 Altmetrics、瀏覽次數、下載次數、引用次數等指
標，將學術能量加以量化。
(四)校史深耕
校史保留了本校發展的歷史記憶，同時也是一份重要的文化資產。自 2009 年成立
校史館後，除了在館內展示常態性的校史文物，我們也不定期地策劃專題特展。
因應時代的變化，除了室內靜態的展示，實境感受、多媒體影音的方式無疑更能
吸引人們親近校史。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出版校史珍貴文物圖錄與百年專書
本校創校已將屆百年，歷年所保存的行政文書、檔案、文物資料，相當豐富，
均是校史的見證。以往撰寫校史，蓋以文字敘述為主，許多圖片資料的表述空
間遭到壓縮，往往無法清晰地呈現。本圖錄擬精選重要而關鍵性的校史文書與
實物，以圖像為主，附以解說，以彌補過去偏重文字敘述的不足。為求流通上
的變利，擬採電子書的形式製作。在創校七十年、九十年時，本校均曾編製規
模宏大的校史專書，這類史書內容豐富而深刻，記錄了本校發展的歷程。圖書
館專書編輯工作已陸續籌畫完成，預計採用分編合輯方式呈現興大不同樣貌，
由本校文史專業教師所組成的編輯小組執筆，期能展現不同以往更加豐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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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史。
(2)採訪資深校友，記錄口述歷史。
許多資深校友曾親身參與了學校發展的歷程，有些不見於文字記錄的校史，往
往只能從他們的口中得知。過去，我們採訪過四位校友，除錄製影像，也把訪
談內容整理成文字。我們將持續與這些資深校友們保持聯繫，以口述的方式，
為本校的校史保留另一類的史料。
2.創新規劃方案
(1)規劃校史地景導覽
本校從在台中創校至今已數十年，校地的擴大、系所的變革、校舍的興廢、校
園景觀的營造等，其本身便是校史的一部分，校園中也保留了許多碑刻古蹟遺
址。對於校史的認識不應只局限於有形的校史館，有些校史的內容若能具體落
實於校園實體的空間，接觸校史的人將能更深刻地感受到歷史的脈動。關於校
史地景的規劃，初步將以校園的地景變化、農學院的發展為主軸，如新舊大門
的遷徙、中興湖的開鑿、南園等。其後會持續追蹤校景的變遷動態，進行更新。
(2)製作漫畫校史
在創校七十年、九十年時，本校均曾編製規模宏大的校史專書，這類史書內容
豐富而深刻，記錄了本校發展的歷程。不過，以現代人的閱讀習慣來說，它們
是不太容易親近的。如果能以動畫或漫畫的形式，將校史中精采的篇章以小品
的方式呈現，透過網路傳播，相信其閱聽率會更勝於傳統的校史專書，更能擴
大各界對本校歷史的瞭解。數年前，駐校作家邱若龍先生曾繪製一篇校史漫
畫，算是開啟了一個頭緒。目前規劃完成之校史漫畫，共計 8 則：中興湖篇、
圖書館篇、校園變遷篇、學餐、小禮堂 頂橋仔篇、校史館篇、四大林場篇、
男女宿舍篇、制服篇。

四、預期效益
(一)館藏擴增
1.維護保存珍貴的臺灣農林業資料，建立史料數位化的流程與管理規範，並藉此
培育數典人才；於數位化之後，製作仿真品之館藏，便於真品之收藏管理，另
外，提供仿真品之特色館藏予讀者檢索與利用，可減少讀者調閱時對原件造成
的損害。
2.廣泛徵集校史資料以豐富校史館的館藏，既保存興大人的歷史記憶，也有助於
凝聚校友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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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興師圖書專區以本校教師優質的學術產能展現本校學術研究的實力，全校師生
可從著作典範中學習，並傳承本校學術研究的風氣。
(二)服務多元
1.提供本校師生教學與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之管道，提昇教學及研究之效能。
2.以學術專書出版與社會延伸連結，傳播大學學術知識，發揮本校的學術知名度
和社會影響力。
3.透過數位化建立完整的博碩士論文系統，確保本校所有的學位論文能夠被長期
儲存、維護、檢索及取得。
4.開發校園文創商品，凝聚師生與校友向心力，彰顯興大辦學特色與學術風格，
並供各單位 同仁國內外參訪交流之用。
(三)資訊優化
1.提升本校學術資源的使用率及能見度，
2.增進本校評鑑時的優勢，推升網路大學的排名。
3.線上電子支付平台，突破實體空間限制，提供更便利網路支付管道，擴增服務
範圍直接觸及網路與偏鄉廣大消費者。
(四)校史深耕
深耕校史，並以生動活潑的形式加以呈現，使校史能獲得更多人的閱聽，以增進
各界對本校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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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行政革新與組織調整
本校致力於菁英人才的培育，以教師和學生為主體，重視學術風氣的營造與創新
研發的價值；行政團隊則以服務為導向，建構優質校園環境，建立合理制度，並適時
檢討修正不合時宜的法規，積極落實政策的執行，以作為教師、學生、產業與社會交
流互動的平台。本校未來的整體發展，將以強化各組織運作之功能，針對行政組織持
續規劃精進與調整，致力於創造高品質的服務、人文涵養與社會關懷，建構出一優質
的教學、研究、服務及學習環境為目標。
本校主要由下列五單位參與行政革新與組織調整之規劃與推動：
一、秘書室：負責協助推動校務、協調各單位工作推展及提昇學校形象等工作。104
至 109 學年度重點業務有建置統計年報；落實分層負責，簡化工作流程；提升公
文品質及強化公文系統使用能力；辦理行政單位服務與績效滿意度調查；完善內
部控制制度；建立重要校務管考機制及強化媒體聯繫，提升學校能見度等七項。
二、人事室：負責配合校務發展，提供各項人事服務等工作。104 至 109 學年度重點
業務有培育具人文素養、國際觀與宏觀視野的行政人才；推動智慧型辦公作業系
統；以人為本的人事關懷服務措施；健全組織架構，推動行政與學術單位之組織
再造；落實大學自主精神，檢討人事法規鬆綁等五項。
三、主計室：負責根據相關法令規定籌編年度概預算，辦理各項經費收支之審核及會
計帳務之處理等。104 至 109 學年度重點業務有強化內部審核以健全學校財務；
強化資訊系統服務效能；積極協助各單位業務推動，共同達成校務目標等三項。
四、研究發展處：104 至 109 學年度重點業務有籌設醫學院；成立校務發展中心；提
昇服務計畫品質；簡化行政程序；修訂本校「校級附屬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及
新訂「院級附屬單位設置暨評鑑要點」及落實附屬單位評鑑制度等七項。
五、教務處；本校各學院亦分具特色，包含文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
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等九大學
院，各學院下包含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與進修學
士班等班別，另教學單位亦包含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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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 秘書室
一、單位現況
秘書室設立目的，為協助推動校務、協調各單位工作推展及提升學校形象。工作重點
如下：
(一)協助審閱各單位送校長核判公文、各類申請、憑證。
(二)辦理校務會議、行政會議、法規委員會、校務諮詢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等議事事宜。
(三)分層負責制度推動、行政單位滿意度評量、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工作。
(四)建置統計年報、校務財務資訊公開平台，更新校務相關資訊。
(五)綜理媒體輿情蒐集、新聞發佈及媒體公關、相關事宜。
(六)學校簡介(紙本、影音)製作、《興大簡訊》編輯、網路社群維護及資訊更新。
(七)綜理收發文、檔案管理、郵件處理、校印掌理及文書檔案相關事宜。
(八)推動電子公文系統、公文無紙化加強方案。

二、發展重點
為提升學校行政效率與品質，型塑學校優質形象，擬從規劃、執行、檢核、行銷
四面向、七項措施著手，規劃面：持續建置統計年報，提供校務發展規劃分析基礎；
執行面：落實分層負責、提升公文品質及強化公文系統使用能力；檢核面：辦理行政
單位服務績效與品質滿意度調查、強化內部控制制度、建立重要校務管考機制；行銷
面：強化媒體連繫。分述如下：
(一)建置統計年報
本校組織龐大、業務繁雜，校務推展工作千頭萬緒，而外部大環境因素如少子化、
經濟景氣等亦牽連學校發展，建置完整之校務統計，可從巨量的數據中做系統性
分析，推演出變動趨勢，以利學校提早規劃因應，供學校決策參據，並方便各界
瞭解及運用。
(二)落實分層負責，簡化工作流程
劃分各項工作權責，作為各層人員處理公務之依據，各層級主管可依授權核判，
加強推行工作簡化，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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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公文品質及強化公文系統使用能力
公文為本校對校內外表示學校意思的重要文件，同仁在處理龐大的公文時如何兼
顧品質相當重要，除需加強承辦同仁的公文寫作能力外，亦有賴於秘書、專門委
員及各級主管核稿的素養。此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校公文製作皆
有賴於電子公文系統，加強該系統的使用能力，可避免因不會或未正確使用電子
公文系統而延宕公文，增加辦理公文效率。
(四)辦理行政單位服務與績效滿意度調查
藉由滿意度評量，受評單位可檢視調查問項未達滿意部分及建議事項，提出相關
改進措施及回應；並評選獎勵年度服務績優行政單位，提升工作士氣，引導各單
位持續提升及創新服務品質。
(五)強化內部控制制度
針對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提出之具體興革建議，於執行面及設計面積極採取
改善作為，以合理確保內部控制度持續有效運作落實自我監督機制。
(六)建立重要校務管考機制
以專案管考平台協助各主協辦單位，填復計畫執行之即時資訊，即時回饋重要決
議執行狀況，有效管控執行進度，落實管考機制。
(七)強化媒體連繫，提升學校能見度
高教環境競爭日益激烈，學校之發展除紮實發展學術創新及教學特色外，適時的
公關行銷宣傳，對於本校整體聲望之提升將發揮加乘作用。藉由推動系統化、長
期性的宣傳策略，預期對外達到提升本校能見度及形塑正面形象之效果，對內凝
聚教職員生及校友對本校之認同感及向心力。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建置統計年報
於每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蒐集各單位資料，彙整為統計年報，公告於學校網頁，
呈現本校歷年各項資料，包含：組織、教職員工人數、教學資源、研究與產學
合作、國際化、財產管理、財務公開、學生服務及校友服務等九大部分，方便
各界瞭解及運用。期透過統計分析，進行議題研究，以促成以證據為基礎的決
定，增加競爭力；並協助各單位從巨量的數據中做系統性分析，推演出變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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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外部大環境因素對學校發展之影響，以利提早規劃因應，供學校決策參據。
2.落實分層負責，簡化工作流程
(1) 每年年初函請各單位檢視分層負責明細表：請各單位依現行組織及業務性質
與權責輕重，重新審酌檢討修正，明確規定授權事項之範圍及授予決定權之層
次。分層負責明細表未規定事項，除屬政策性、具特殊性、重要性、有商榷性
等由一層核決外，如屬例行性、普通性業務，由各層級主管依授權核判，以落
實分層負責，簡化工作流程。
(2)每年定期檢視更新學校網頁法規及作業流程專區：每年定期函請各單位檢視，
確保資訊更新及公開透明，以利師生查詢相關規定及流程，發揮督促提升行政
效率之效果。
3.提升公文品質及強化公文系統使用能力
(1)辦理公文寫作、核稿或文書檔管研習：辦理研習課程每年至少一場。
(2)辦理公文系統使用訓練：視申請電子公文帳號之新進人員達一定數量，主動邀
請新進人員參與使用訓練；或各一級單位承辦人達二十位以上有訓練需求，得
申請派講師至該單位提供講習訓練。
4.辦理行政單位服務與績效滿意度評量
每二年辦理一次評量，以問卷調查為評核基準，分別調查教、職員工、生對行
政單位之服務與績效滿意度，就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及製作調查報告，送評
量委員會審查。藉此機制，受評單位可檢視調查問項未達滿意部分及建議事項，
提出相關改進措施及回應，提升服務品質；並評選年度服務績優行政單位，給
予適當獎勵，提升工作士氣，引導各單位持續提升及創新服務品質。
5.強化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改善及精進
(1)設計並維持有效內部控制制度
每年定期函請各單位檢討相關作業流程、風險評估、內部控制項目及重點。並
依據實際業務推動情形檢討適切之風險影響程度和發生可能性，以及就風險評
估結果採滾動方式修正，監督可容忍之風險是否仍維持可容忍之程度，且將前
期就不可容忍之主要風險項目所採行之新增控制機制，滾動納入本期現有控制
機制一併檢討及評量其風險等級，以決定是否需採行其他新增控制機制因應該
等風險，並據以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度，以確保其有效性。
(2)監督內部控制實施情形，持續檢討改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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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辦理例行監督、自行評估及內部稽核各項監督作業，檢查內部控制實施狀
況。每年辦理一次作業層級、整體層級自行評估作業，以及內部稽核作業，落
實自我監督機制，以合理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並針對所發現之內部控
制缺失及提出之具體興革建議，採行相關因應作為，於執行面及設計面積極採
取改善作為。每年評估當年度整體內部控制有效程度，由校長及內控控制及內
部稽核業務之召集人共同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
(3)執行校務基金稽核業務，維持有效內部控制制度
增置專任校務基金稽核人員，除就涉及校務基金運用各事項進行事後查核，並
針對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進行定期評估，以及就校務基金運用效
率與各項支出效益進行查核及評估，不僅在防弊面提供制度性之事後查核，且
在興利績效面進行定期評估報告。
(二)創新規劃方案
1.建立重要校務管考機制，提升行政效率
(1)會議決議有關重要校務事項追踪管考：凡校務會議、行政會議、校務協調會等
會議中有關重要校務之決議事項，有需持續辦理者，建置於管考系統，請各單
位承辦人隨時更新最新辦理進度，賦予各級主管查詢功能以了解所轄業務辦理
情形，並由秘書室定期彙報校長，強化線上管考以提升行政效率。
(2)各單位重要革新事項管考：依各單位中長程計畫所列重要行政革新事項，依其
所列辦理期程，建置於管考系統定期追踪，以落實行政革新。
2.加強公關行銷，提升學校能見度
(1)主推重點特色領域：強化本校特色學術研究成果之新聞發布，包含農資、獸醫、
生科等領域之傑出成果，透過舉辦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形式，展現頂尖大學之
學術研發能量。
(2)擴大學者之專業影響力：針對食安、傳染病、防災等攸關大眾之民生議題，積
極以有效方式鼓勵校內教師投書媒體、受訪等形式，提供專業建言及因應策
略，發揮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作用，落實大學之社會責任。
(3)形塑創新活力之校園形象：主動報導各單位具特色之活動，統籌辦理百年校慶
慶祝活動，徵集師生優秀事蹟、得獎榮譽、特色課程、亮點活動、校園美景等
主題，藉由文字報導或影像紀錄，對外形塑本校創新活力之校園形象。
(4)加強與媒體互動關係：於校內行政大樓四樓設置媒體接待室，並定期提供新聞
稿、舉辦記者會，提供媒體快速的聯繫服務，強化媒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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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置訊息處理 SOP：針對本校網路輿情進行蒐集分析，提供主管參考，即時控
管輿情脈動及處置回應。制訂校園突發事件新聞回應標準作業流程。
(6)提升國際媒體能見度：建置本校英文新聞網頁，每月發布 3 至 4 篇英文新聞稿，
主動發布傑出研究成果新聞稿給國內外英文媒體，增加學校於國際之能見度。
(7)善用新興媒體，經營網路社群平台，即時分享學校動態訊息：透過臉書粉絲專
頁留言互動功能及學校討論區之建置，建立與校內師生及外界之多元溝通管
道，即時解決所提出的各項問題。藉由多管道媒體連絡及網路社群平台強化行
銷，型塑學校優質整體形象。
(8)依分眾需求，製作本校簡介文宣：除透過傳統平面簡介、簡介影片之外，特別
規劃全國首見之品牌形象動畫短片。原有之興大簡訊，亦定期向校內單位、校
友、鄰近區里辦公室、國內外策略聯盟高中職發送，呈現本校特色及辦學成效，
不僅強化校內外人士對本校之認同，亦提升招生效果。

四、預期效益
(一)建置統計年報，蒐集記錄本校各項績效指標歷年來的變化與發展，提供校務管理
與決策客觀參考。並透過量化統計數據，呈現興大各方面的進步，增進師生及社
會各界對興大之瞭解。
(二)落實分層負責，簡化工作流程。
(三)強化公文寫作素養，提升公文品質。
(四)辦理行政單位服務與績效滿意度調查，持續檢核滿意度，提升校服務品質與行政
效能，有效支援校務運作與發展之目標。
(五)強化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校務基金稽核工作，使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更為完善，提
升行政管理效能。
(六)建立重要校務管考機制，提升行政效率。
(七)強化行銷宣傳，提升學校國內外能見度，經營網路社群平台，優化本校文宣，型
塑學校優質整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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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人事室
一、單位現況
(一)單位簡介
本室秉持服務全校教職員工同仁之理念，在校長領導之下，依循誠樸精勤的基礎，
配合校務發展，積極提供各項人事服務。在資訊科技突飛猛進的今日，本室希望
透過資訊網路的發展，提供同仁快速精確的人事訊息並簡化校內相關人事作業，
提昇人事服務效率，投入較具前瞻且有效能的人力資源策略規劃工作，藉著重視
績效管理及人力專業知能等技術的提昇，以嶄新的人力資源理念提供更優質的創
新服務。
(二)組織成員
本室置主任 1 人、專門委員 1 人；設 4 組，置組長 4 人，專員 2 人，組員 6 人，
行政辦事員 10 人。
(三)業務職掌
第一組：組織編制、員額管理、教師聘任升等、借調、兼職、職員遷調、任免等
事項。
第二組：教職員訓練、進修、教師評鑑、公務人員考績、獎懲、教職員勤惰管理
等事項。
第三組：教職員退撫、待遇、福利、公保、健保、退休人員照護、人事資料管理
等事項。
第四組：技工工友人事管理、學校契約進用人員及計畫助理管理、勞保、財產管
理等事項。

二、發展重點
(一)培育具人文素養、國際觀與宏觀視野的行政人才
運用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技術，選送中高階公務人員參加訓練，以提高其政策分
析溝通及解決能力。
(二)推動智慧型辦公作業系統
為使人事資料更為健全，利用科技資訊技術，整合相關作業系統，並強化系統功
能，提高行政效率，減少人事資料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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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人為本的人事關懷服務措施
每位教職員工都是學校的資產，透過多元的健康照護方案提供各項員工協助，如：
提供員工協助方案、舉辦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及營造友善職場環境，使教職員工可
以安心、放心、專心的從事各項業務推動。
(四)健全組織架構，推動行政與學術單位之組織再造
配合學校發展，檢視學校各單位功能，對於功能重複或不張的單位，進行業務整
併，俾使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健全組織運作，提升行政效能。
(五)落實大學自主精神，檢討人事法規鬆綁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及國內外趨勢研修、訂定校內相關法規，使學校得以適應外界
變化，順利延攬優秀人才，營造舒適的教學研究環境。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健全組織架構，推動行政與學術單位之組織再造
(1)因應組織發展，合理分配人力，實施人力評估，各單位行政人力作最佳配置；
另推動工作簡化、業務資訊化、運用志工參與以滿足單位人力需求。
(2)因應學校組織發展，檢討業務功能重疊之單位，配合組織調整或整併，以發揮
組織最大效能，並實施員額移撥及人力相互支援，以達成事權統一之效果。
2.落實大學自主精神，檢討人事法規鬆綁。
配合教育部創新轉型計畫，因應現行社會環境變遷及教學現場的需要，基於大
學自主精神並鼓勵人員管理鬆綁，檢視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兼課處理要點、
教師評鑑準則、專任教師聘約及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研議配合修正，以符合
教學現場需要。
(二)創新規劃方案
1.培育具人文素養、國際觀與宏觀視野的行政人才
(1)選送行政人員赴國外標竿學習，藉由參訪國外一流大學校務運作之經驗，建立
彼此交流管道及合作契機，並培養行政團隊之國際視野、強化校務規劃及推展
職能、整體提升行政人力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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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育精英人才，訂定本校中高階行政人員訓練實施計畫，針對本校薦任第 8 職
等以上公務人員進行培訓，以培養其策略性思維及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進而
增進有效溝通表達及培育部屬之技巧。
(3)增進人文素養及國際觀，辦理國際化、全球化及藝術美展等相關訓練課程，以
達同仁身心靈滋養，並增進國際觀。
(4)辦理災害防救、自然保育等校園防災相關訓練，強化同仁防災警覺心及提高危
機意識。
2.推動智慧型辦公作業系統
(1)整合人事資訊系統，以確保資料之即時性、完整性與正確性，規劃校務資訊系
統與 WebHR 版人事資訊系統結合，提升工作效率，進而輔助人事決策之擬定，
從而達成智慧型人力資源管理的理想。
(2)強化編制外人力資訊化管理，規劃 EZCOME 系統與勞健保(含勞退)系統整合，
並建立計畫人員變更系統及 EZGO 系統，此外並進一步建置計畫人員差勤異常
管理系統，以簡化行政流程並落實無紙化政策。
(3)開發教師評鑑系統及教師聘任升等審查系統，教師評鑑系統係為能快速運用教
學研究服務資料庫，有效辦理教師評鑑工作，俾減少教師行政作業；教師聘任
升等審查作業系統，係打造各系所院、各級教評會審查作業平台，以利各單位
提升服務效能，該二系統有助於提升服務效能，並與教師多元升等制度相互配
合。
(4)結合因公出國報告系統及教師差勤系統，將教師出國請假資料帶入，便於教師
辦理核銷，並有利相關資料之統計。
(5)結合人事資訊系統，建立健康檢查主動通知及健檢費用核銷系統，提升教職員
之健康管理。
3.以人為本的人事關懷服務措施
(1)增進員工身心健康，推動健康自主管理，結合健康檢查系列活動、體適能或校
園路跑健走活動、身心靈健康講座等措施，培養教職員工於日常生活中執行健
康行為，減少日後疾病所衍生的問題，建立自主健康管理。
(2)推動員工協助方案、營造友善家庭職場環境以提供本校教職員工職涯發展、心
理健康服務及托育（托嬰、托兒、課後輔導等機構）相關資訊以落實學校關懷
員工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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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舉辦關懷身心障礙員工座談會，積極宣導本校身障員工關懷措施，如：職
務再設計、協助身障同仁申請各項輔具…等，開創友善工作職場環境及提供身
心障礙員工更多就業機會，持續進行無障礙校園環境工程改善。

四、預期效益
(一)培育具人文素養、國際觀與宏觀視野的行政人才
提升整體行政能力與人文素養，並開創國際觀與宏觀視野，實現打造高績效團隊
之願景。
(二)推動智慧型辦公作業系統
簡化作業程序節省行政人力，並提升行政效率與效能。
(三)以人為本的人事關懷服務措施
使教師於精進學術專業能力外，亦能注意自己的生活品質，兼顧事業及身心健康。
(四)健全組織架構，推動行政與學術單位之組織再造
有效整併功能相近的單位，避免單位功能重疊、資源分散，並使人力獲得充分合
理運用。
(五)落實大學自主精神，檢討人事法規鬆綁
簡化作業程序，彈性執行人事策略，並配合當前社會環境修訂不合時宜的法規，
使教職員工權益獲得適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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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主計室
一、單位現況
主計室業務係配合學校校務發展需要，根據相關法令規定籌編年度概預算，辦理
各項經費收支之審核及會計帳務之處理等，定期或不定期提供各種財務報表，俾
利財務收支之控管及校務之推展。本室共設 4 組，各組同仁於其業管範圍，本會
計專業智能及工作熱忱服務全校教職員工生。
(一)會計業務資訊化
主計室會計帳務處理皆已資訊化，為提昇各項經費報支的效率，提供具線上請購、
查詢、明細表列印及經費授權功能之「網路請購系統」
，為各項計畫經費之主持人
提供計畫經費請購及即時的帳務資訊。
(二)積極配合校務行政資訊化
於各項校務行政推動資訊化過程主動參與規劃，如出納系統、薪資系統、財管系
統等，並協助將會計帳務系統及網路請購系統相關流程及資訊橋接，以促使各系
統設計及運作順暢，提昇整體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三)執行內部審核以健全財務
主計室配合學校校務發展需要，並依行政院訂定「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規定，執
行預算審核、收支審核、會計審核、現金審核、採購及定期或不定期的財物審核，
以強化校務基金財務健全。
(四)加強同仁會計專業智能並提昇服務品質
同仁隨時注意各項經費審核相關的法規命令之增修，並將法規公告於主計室網
站。辦理主計業務及計畫經費執行研習，鼓勵同仁參與及主講，以教學相長的方
式提昇同仁會計專業智能，並勉勵同仁以顧客為導向，以專業及服務精神為溝通
協調的基石。

二、發展重點
(一)強化內部審核以健全學校財務
配合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推行，健全相關經費收支機制，以達興利除弊之功效。
(二)強化資訊系統服務效能
1.持續整合資訊系統：會計系統與總務處出納組收據系統連線作業，以簡化作業流
程，增進行政效率，並強化財務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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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計系統伺服器升級：會計系統配合學校人事薪資系統、EZcome、臨時人員管理
系統、及開發中的各項校務行政系統，提供資料共享。目前所用之伺服器為低階
伺服器，隨著系統上線越來越多，系統負荷也越來越重，將配合檢視會計系統伺
服器負載量，適時更新為中階伺服器以提升存取效能。
(三)積極協助各單位業務推動，共同達成校務目標
督促同仁加強會計、審計及內部審核程序等相關法規之專業知能。持續輔導同仁
秉持服務熱忱，加強與業務單位間溝通，積極協助各單位業務推動，共同達成校
務目標。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適時檢討主計內部控制事項，修正或增加相關作業流程，以健全相關經費收支機
制，簡化行政程序，強化內控效能。
2.主計室置有專屬網頁，網頁資訊豐富且能及時更新，經費執行相關法令規定、表
格及業務宣導事項等均適時上網公告，方便各單位查詢參用。
3.鼓勵並薦送同仁參與上級機關辦理之各項業務研習，以強化專業智能。各項經費
審核相關的法規命令之增修適時轉知同仁，並持續辦理主計業務及計畫經費執行
研習，透過教學相長，增進主計室同仁與各單位同仁之溝通與共識。
(二)創新規劃方案
1.配合出納系統程式改版時程，完成會計系統與出納組統一收據系統連線，分享資
料直接開立傳票，並精進收據管理作業。
2.精進會計線上請購核銷系統相關功能，方便請購單位登錄查詢，並適時發揮會計
資訊輔助效能。

四、預期效益
(一)配合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推行，並適時檢討主計內部控制事項，修正或增加相關
作業流程，以健全相關經費收支機制，達興利除弊之效。
(二)會計系統伺服器升級至中階伺服器可提供鏈結之系統更快的處理速度，並提升資
料的安全性。
(三)鼓勵並薦送同仁參與上級機關辦理之各項業務研習，提升同仁會計專業智能及服
務熱忱，加強與業務單位間溝通，積極協助各單位業務推動，共同達成校務目標。
(四)會計系統與出納組收據系統連線作業完成後，可分享資料直接開立傳票，除減少
錯誤，有利行政效能之提升外，並可增加收據管控之便利性及正確性，降低財務
管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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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 研究發展處
一、單位現況
(一) 附屬單位管理及評鑑
本校現行有 10 個校級附屬單位及 44 個院級附屬單位，依本校「校級附屬單位設
置暨評鑑辦法」第七條規定，校級附屬單位成立滿三年（以會計年度為基準），
應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依評鑑結果訂定評鑑週期，評鑑項目包括組織功能、學
術整合、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之績效、現金收入及其他。
(二)現有學院不足
本校係以農學院起家，發展至今已成為具有九大學院之綜合型大學，但現有學術
架構仍缺少醫學院，藝術、教育相關領域系所亦有所不足。

二、發展重點
(一)籌設醫學院：本校發展至今已成為具有九大學院之研究型綜合大學，但現有學術
架構仍缺少醫學院，藝術、教育相關領域系所亦有所不足，將尋求整合區域資源，
積極籌設醫學院，使本校成為全方位研究型綜合大學。
(二)成立校務發展中心：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因應國際趨勢，成立校務發展中心加強校
務研究相關業務之推動，以提供校務決策之參據，助益校務發展。
(三)提昇計畫服務品質：建教合作收入為本校主要自籌收入來源之一，因此，除鼓勵
教師積極與業界合作執行研究計畫外，將協助教師即時且完整掌握政府機關及法
人機構來文徵求計畫之動態資訊，以提高本校計畫之研提率。
(四)簡化計畫行政程序：為提供師生更簡便研提研究計畫之行政服務，規劃簡化程序，
以快速之宣傳說明，提供師生更便利的服務。
(五)修訂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相關規範：對於新設研究單位，其成立目
的、期限、組織架構、單位定位、業務範圍、運作空間、經費來源、預期成果、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等，訂定相關規範。
(六)落實研究單位評鑑制度：依據評鑑結果，建立培植成長、功能整併或退場之機制。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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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昇計畫服務品質
過去，本校收到政府機關及法人機構委託或補助計畫之徵求訊息，均僅以公告
方式被動等待教師自行搜尋查閱，為節省教師資訊搜尋時間並有效宣傳計畫徵
求訊息，自 104 年度起，研發處改採主動方式，於每週一或週二彙整前一週計
畫徵求資訊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教師個人信箱，包含計畫申請期限、申請方
式、計畫徵求公文內容及委託/補助單位網址連結等均一併完整提供，期使提高
教師獲取訊息之便利性，並將計畫徵求訊息之曝光度達到最大化。
2.簡化計畫行政程序
(1)整合建教合作計畫自簽約至執行過程之行政流程，合併科技部補助產學計畫
與先期技轉案之程序，由承辦人員主動提供完整行政服務予校內教師與校外
補助單位，縮短公文作業時間。
(2)為達節能減碳及加速行政流程之目的，本校於 106 年 12 月 1 日起啟用「科技
部計畫經費流用及變更(校內)作業系統」
。本系統具線上簽核、自動計算經費
流用百分比、查詢申請案處理流程及匯出「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等功能，
除可節省原有紙本申請方式使用之紙張外，亦使計畫主持人辦理科技部計畫
經費流用及變更之校內申請流程更加簡便、透明、快速。
3.研擬統一及確立本校附屬單位之定位
因應本校研究單位之性質及實際運作情形各異，研擬統一及確立各單位之定
位，俾利學校管理評鑑及研議相關配套措施。校編制內一級單位/中心皆統稱為
校級附屬單位，由研究發展處擬定「國立中興大學校級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
法」定期辦理評鑑；院編制內二級單位/中心皆統稱為院級附屬單位，由院統籌
訂定「國立中興大學院級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要點」
，定期辦理評鑑並將評鑑結
果報研究發展處備查。
(二)創新規劃方案
1.籌設醫學院
本校是中部唯一的國立研究型綜合大學，亦為中台灣唯一獲得教育部「發展國
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與「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補助的大學，現有文
學院、農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獸醫學院、生命科學院、法政學院、管理
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等九大學院，缺少醫學院、藝術學院及教育學院。
本校在生命科學與人文方面的研究素有盛名，而生命科學(生物)之相關研究正是
醫學研究的主要基石。本校近年醫學相關之領域為臨床醫學(Clinical Medicine)、
藥理學與毒理學(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進入 ESI Top 1%，本校除致力於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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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之研究領域外，亦於 102 學年度成立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於 103
學年度成立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逐步進入醫學相關之教學領域。
具體執行方式：
未來將整合本校生科、農業、獸醫、人文等優勢，配合國家政策及需要，培育
我國長期照護、農業職業醫學、災難醫學、人畜共通傳染疾病等社會醫療照護、
災難救護、公共衛生等所需之專業人才，進而為社會大眾帶來福祉，加深加廣
本校服務國家社會之面向，提昇社會大眾對本校之認同與肯定。並規劃於第二
校區，建置醫學研究大樓，發揮校內生醫相關領域之研發與教學，培育醫學、
生醫研究人才。
2.成立校務發展中心
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因應國際趨勢，將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更名為「校務發展
中心」
，負責本校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及校務企劃，提供決策之參據，
以助益校務發展。
3.修訂本校「校級附屬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相關規範
於 106 年將「研究單位評鑑資料表」及「研究單位績效評鑑表」整合為「研究
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並修訂評鑑項目及評鑑指標，俾利各單位辦理自我評
鑑時，更有效率地統合其績效並展現各單位之獨特亮點。於 108 年因應法規之
修正再次更名為「附屬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計畫」並研議加入 SWOTS 分析
(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Strategies (優勢、劣勢、機會、
威脅、行動策略)，使受評單位及評鑑委員了解附屬單位之研究、服務等各面向
之優勢、劣勢、機會、威脅及行動策略方案。

四、預期效益
(一)本校為中部唯一的一所頂尖大學，同時亦具有綜合型大學的豐富資源，加上中部
地區的醫療資源，利用現成的硬軟體，不僅可以在最低經濟投資下，達到最高效
益，對國內醫學研究之貢獻，生技產業之升級，都將有極大助益。
醫學院成立後，將使中部地區成為世界一流的醫學研究重鎮，同時配合鄰近之台
中科學園區生物科技產業未來發展，成為我國醫療服務醫學教學與生技產業之標
竿。
(二)成立專責校務研究單位，以專業分析本校教學、研究、學務、財務等各面向校務，
並比較分析國內外其他大學，世界大學排名分析等，提供學校決策之參據，將使
本校校務決策更符合實況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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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昇計畫服務品質及簡化計畫行政程序，除了提高教師爭取計畫之意願，教師將
有更多之計畫申請訊息，增加建教合作計畫之收入，挹注校務基金。
(四)透過「校級附屬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附屬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計畫」之修訂
及「院級附屬單位設置暨評鑑要點」之新訂，整合相關資料予評鑑委員，評鑑委
員較能提供具前瞻性與建設性之建議及改善作法。
(五)落實附屬單位評鑑制度，檢視各附屬單位業務推展成果及所面臨問題，進行後續
管理輔導機制，並由相關單位提供協助與督導，健全附屬單位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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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教務處
一、教學單位現況
本校經歷年來不斷擴充，師資、設備均已頗具規模，各學院亦分具特色，包含文
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管理學
院、法政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等九大學院，各學院下包含學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與進修學士班等班別，另教學單位亦包含創新產業
暨國際學院等單位。

二、發展重點
(一)學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及調整：本校發展至今已成為具有九大學院之研
究型綜合大學，以培育「兼具人文與科學素養、溝通與創新能力、國際視野與社
會關懷之菁英人才」為教育目標，致力培養學生具有精實專業知能與應用職場能
力，未來將因應人口結構改變、產業需求、政策趨向與社會期待等面向，積極整
合資源，發展醫學及接軌國際等之領域系所，期使本校成為全方位之研究型綜合
大學。
(二)以「學院」為發展主體：因應大學法 94 年之修正精神，明定學院為大學基本單位，
本校將逐步推動強化學院整合功能，建立以學院為統整核心單位之教學體制，達
成師資人力彈性調度、教學資源有效流通、課程開設跨域整合及招生名額彈性調
整與合理分配之目標，以符合國家社會發展及學生學習完整的需求，並與國際頂
尖大學順利接軌。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業務精進方案
1.強化自我課責機制
責成教學單位定期依據招生情況、畢業生流向、生師比管控、評鑑結果等項目，
落實自我課責機制，並依據教育部訂定之「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規範系所師資質量標準及裁併、增設原則，務求各單位審慎執行組織調整評估
及規劃。
2.兼顧學校整體發展
本校依據國家社會發展需要，規劃人才培育發展政策，並透過校級委員會定期
檢視各單位招生狀況、辦學特色、人才需求、產業發展現況因素等條件，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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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強化教學單位增設調整機制及招生名額調控機制，同時權衡本校重點發展方
向，完整建立人才培育機制，進而達成學校整體發展之願景與目標。
(二)創新規劃方案
1.籌設醫學系所
本校在生命科學之研究素有盛名，而生命科學之相關研究正是醫學研究的主要
基石，尤其 2014 年進入 ESI Top 1%（論文被引用率為全世界機構前 1％）之領
域數共計 10 項，其中有關醫學領域包含臨床醫學(Clinical Medicine)、藥理學與
毒理學(Pharmacology & Toxicology)兩項，顯見本校致力於拓展醫學相關研究領
域。此外，亦於 102 學年度成立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103 學年度成立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逐步進入醫學相關之教學領域。未來，本校將整合生
科、農業、獸醫、人文等優勢發展醫學領域系所，並配合國家政策與需要，培
育我國長期照護、農業職業醫學、災難醫學、人畜共通傳染疾病等社會醫療照
護、災難救護、公共衛生等專業人才，進而為社會大眾帶來福祉，以深化本校
服務國家社會之面向，提升社會大眾對本校之認同與肯定。
2.以學院為發展主體
為改進系所分際過於僵化之教學現場，強化並提供學生跨域學習機會，本校將
鼓勵學院透過課程教學模式調整、師資及教學資源整合及招生方式與名額運用
等規劃，並分別賦予學院自主權責及相關規定鬆綁之彈性，協助發展以學院為
核心教學單位宗旨，以達成資源有效整合與彈性配置之目的。

四、預期效益
(一)本校具有綜合型大學的豐富資源，發展醫學等領域系所，可加乘鄰近臺中榮民總
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及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等醫療資源，同時配合臺中科學園
區生物科技產業未來發展，將使中部地區成為世界一流的醫學研究重鎮，及我國
醫療服務醫學教學與生技產業之標竿。
(二)配合教育部全面實施總量管制，對於本校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等申請案實施合
理控管機制，並朝向以「學院」為統整主體之資源彈性配置及調整模式，以發揮
校內資源最大效益、符合社會實際需求，提升學校國際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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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善盡社會責任
一個好的大學，除了要有卓越的頂尖研究、良好的人才培育系統之外，更重要的
是大學能否對社會產生影響力，對社會有所貢獻。
本校規劃永續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透過整合各領域教師共同解決社會問
題，強化學生服務學習與社區在地學習，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及鼓勵教師發揮所長服務
社會等作法，善盡社會責任。
鼓勵教師帶領學生整合跨科系院、跨校團隊之能量，結合地方政府或產業資源，
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透過課程或非課程形式，藉由師生走入
社區，參與並協助在地發展及問題解決，推動後對於促進在地連結合作、培育區域發
展所需人才、鏈結產學合作、活絡區域人文發展及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等面向之具體發
展目標。
一、發展重點
為鼓勵教師學生善盡社會責任，社會責任實踐工作規劃下列發展重點：
(一)結合學校定位與特色，定期盤點與解決中台灣社會問題。
(二)建構本校永續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組織與任務規劃。
(三)強化善盡社會責任之教師鼓勵制度。
(四)提升學生服務學習在地學習與社會責任結合機制。
(五)規劃社會責任議題之教學創新、多元學習課程。
二、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 本校長期協助服務有成之社會責任項目將持續推動。
本校專長與特色中之農業、永續環境與生態保育領域已長期無私默默耕耘於地方
政府與社區，執行社會實踐責任，並廣獲地方政府、公協會、社會團體與社區民
眾的肯定。經整合長期協助服務有成之社會責任項目，以青銀食安樂活、健康環
境永續、AI 智慧家園、在地產業創生四大主軸作為發展目標，推動本校大學社會
責任發展藍圖(如圖 1)，打造中台灣成為「中台灣健康環境智慧城市」
，說明如下：
(1)青銀食安樂活：協助解決食農、食安、偏鄉教育與青銀共創等大台中問題。
(2)健康環境永續：協助解決空汙、能源節能問題、建立微生物肥料友善大地與解決
野生動物保育管理問題。
(3)AI 智慧家園：協助建立 AI 智慧城市與產業推動、推動愛與國界原鄉增能與建立
臺中數位國際人文城市。
(4)在地產業創生：配合國家安全戰略層級的「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及教育部
USR 計畫，預計活化地方觀光與經濟，促進人口回流，減少城鄉差距。
盤點本校長期協助將持續推動之社會責任項目表(如表 1)，持續鼓勵教師投入社會
責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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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校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發展藍圖
表 1 本校長期協助將持續推動之社會責任項目表
類別

青銀
共創

食農
食安

生態
保育

主題

執行重點

關注流經台中市東區等地的旱溪河川的改造，本校透過文、管理及
歷史‧自然‧永續：旱 工學院的知識力量，結合沿河居民的參與，引入更多的人文思考與
溪在地文化之永續共構 創意。藉由人文，以深化地方的文化，憑藉環保管理，達到永續的
與土地、居民，共榮共存。
臺中市政府經發局推動東區特有的「黑手仔堀文化」-自由路五金
黑手變 Maker：臺中東 電料商圈成立，本校欲透過文、管理、工學院知識力量，解決產業
區「黑手仔堀文化圈」 世代繼承、缺工、鏈結不足、缺乏明確文化形象等問題，將「黑手」
，完成產官學的產業鍊結
困境翻轉與產業鍊整建 翻轉升值為「Maker」（專業職人、匠師）
合以克服其現實困境，並搭配臺中火車站的交通地理優勢，使其產
業潛力得以真正湧現。
本校投入農業技術及老人長照等知識力量，建立社區農園，進行作
物栽培及養護，使樂齡人士獲得精神依託，且結合園藝技術、生活
樂齡園藝長照永隆
應用、園藝治療及老年長照服務等面向，善盡社會道德。對社區而
言，可加強綠美化，促進居民情感交流及團隊合作，友善耕作生產，
增加環境資源利用。
以本校主導在地社區食安、食農教育「共同學習網絡」之建構為主
從泥巴到嘴巴的革命： 軸，以中興大學各食安、食農教育相關領域教師，結合朝陽科大、
食安、食農教育在農夫 台中教育大學教師、非營利組織人力，組成食農教育推動小組，以
興大有機農夫市集十年來累積的綿密食農網絡為場域，並將共同學
市集與雲端的相遇
習網絡延伸至周遭社區、幼兒園。此外也特別藉開發手機應用程
式，建立雲端共學網，推動彼此串連的食農教育活動。
農推中心、土調中心、農產品驗證中心及農藥殘留檢測中心帶領臺
建構中臺灣由產地到餐 中地區農會、社區發展協會地區業者，進行由安全農產原料至安全
桌食品安全系統
加工技術輔導，建構食品安全系統。推廣農作物保健益生菌，提升
國內農產品競爭力。
為振興惠蓀林場當地原鄉居民之農業經濟，以惠蓀林場的本土食藥
用保種教育中心為基地，針對臺灣原生食藥用植物資源(如月桃、
月桃在眉原部落再現風 金櫻子、肉桂)，篩選符合當地氣候、土壤條件等環境條件物種，
華新農業
串連農業土壤、植物病理防治法及食農教育推廣領域等專業師生，
輔導原住民拓展當地經濟模式，協助部落發展植物資源與原鄉風味
特色產物。
生命科學院及林幸助教授團隊帶領清華大學、逢甲大學、中央研究
推動櫻花鉤吻鮭復育與 院、屏東科大、明志科大、環球科大與成功大學等校成功復育瀕臨
墾丁珊瑚礁保育
絕種之臺灣櫻花鉤吻鮭；並帶領桃園縣政府、墾丁國家公園、農委
會積極保育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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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及生化研究室與台中市環保局簽署合作備忘錄，

微生物肥料，幫助土地
利用土壤微生物之技術，處理全市垃圾場的枯枝葉，製造肥
一萬年

料嘉惠農民。

空污
能源

智慧
城市

大數
據

社區
營造

本校獸醫學院帶領中部獸醫院及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學系
浪浪樂活實踐計劃－流 彭立勛老師，並結合臺中市動保處動物之家后里園區共同打造一個
浪動物減量與福祉實踐 結合當地人文鄉土與生命價值的以觀光休憩、流浪動物認養、與接
觸動物生命教育的人文生命之旅。
生命科學系帶領日月光文教基金會、社區發展協會、林務局及市政
野生動物保育社區
府，創造農業和自然生態和諧共存社區。搶救台灣保育類動物「食
蛇龜」近 8000 隻。
推動「樹呆子- 校樹酵素計畫」，成立救樹知識與技術的示範場域
樹呆子-校樹 酵素計畫 及進行實務的教育活動。預計成就更多的樹呆子，精進救樹的技
術，讓更多人的學習、參與與奉獻。
工學院規劃帶領勤益科大冷凍空調系等相關系所規劃建立節能示
範社區，藉由示範社區，除了可以讓民眾了解住家、公司、機關與
節能示範社區
學校等如何進行節能外，亦可讓大家了解節能後的效益，共同打造
節能健康城市。
工學院規劃帶領勤益科大、逢甲大學與台中科技大學等校，開發建
大台中空汙偵測 APP 示 構大台中地區社區空汙偵測器，偵測各社區空汙狀況，並開發手機
APP，隨時提供民眾各社區空污情形，提醒民眾戶外活動需要帶口
警系統
罩之社區；並蒐集大台中地區空氣品質數據，透過大數據分析，未
來整合人工智慧，規劃設計大台中智慧城市-環境監控系統。
「台灣中部 AI 城市與產 本校將帶領伙伴學校擔負起大台中地區共同發展 AI 城市，負責推
業推動中心」
，打造台中 動發展如自駕車、航測與 3D 道路、智能交通號誌、智慧導航、智
市成為 AI 智慧與健康環 慧電網、智慧導遊、雲端實境、雲端舞台、VR 演藝廳、智能照護、
境城市，提升中部地區 健康隨身走、基礎設施數位化、智慧城市、智慧機械、新農業、循
產業
環經濟及前瞻基礎建設等技術。
配合教育部推動 108 課綱及資訊素養與程式設計的教育方針與社
會趨勢，希望能藉由跨領域能量的整合，從機器程式科學教育、人
文經濟與都市設計規劃等，給予電子街商圈新的定位，並研擬策略
台中市電子商圈活絡計 方針 1.商圈 STEAM 價值體系功能建立；2.STEAM 科教活動與行銷
畫-STEAM 科技商圈
推廣；3.商場服務 STEAM 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結合產官學推動
為 STEAM 科技電子街商圈，給予商圈新的生命同時也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
點數區塊鏈在校園師生 本計劃除了發掘在地大學師生與周遭微型店家之間所缺乏的連結
問題以外，同時還為落實大學社會責任，透過教師帶領學生並以跨
與微型店家連結之關懷 校及跨科系的方式組成計畫團隊，共同推動計畫。本計畫以委託資
計畫
策會的數位轉型研究所研發- 點數區塊鏈 APP。
僑生聯誼會帶領僑生至二林家扶中心進行偏鄉服務，縮小城鄉差
愛無國界興生服務
距。
興愛馬鳴、心愛馬鳴! 本計畫秉持大學執行社會責任實踐的理念，
延續前期之『馬鳴興水境』計畫對台中市外埔馬鳴社區的關懷與支
持，將以深度在地人文關懷為出發點。除了持續對前期之馬鳴湧泉
公園進行相關資源支持，以及水資源利用之諮詢服務外，對於在地
興愛馬鳴:台中市外埔區 居民(孩童〜長者)將再進一步深度進行互動與關懷，期以傾聽在地
馬鳴埔在地創生
居民的需求心聲以及深化對地方人文特色的探查，協助馬鳴埔開展
出屬於地方特色的『人文品牌』(在地的人、水、農特產、旅遊潛
力等項目)，以達到居民安居、地方有名的好住好玩好地方。因高
教深耕計畫推動完成(1)外埔區生態湧泉公園建置(2)「水人文探究
敘說」
、
「水治理及活化策略」、「水資源調查」
本計畫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為理念基礎，透過與台中市政府觀旅局
合作，整合大學與社區，以校園產學共創的精神，以台中市為實踐
場域，推廣台中市社區旅行，進而成立社會企業，本計畫以問題導
台中市在地社區觀光旅 向教學模式為主，結合跨領域課程開設，由教師帶領學生走進霧峰
遊整體實踐行動計畫
休閒農業區與梧棲休閒漁業區，選定合作之台中合作之社區，從界
定問題、蒐集資訊、區域議題盤點、瞭解需求、影響評估分析與因
應策略分析資料、建立假設比較不同解決策略過程中，訓練學生不
斷反思學習能力。
后里泰安社區農業旅遊 本計畫可培育后里泰安社區農業旅遊產業國際人才，及促進相關產
產業國際人才培育及創 業的加值，並參與計畫之社區青年或學生可因此提升農業知識與專
新加值計畫
業應用能力，例如英語導覽解說企劃規劃與遞送服務能力，進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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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農村社區國際人才。

原民
部落

國發
會
在地
創生

本計劃將藉由中興大學和嘉義大學兩校開設之相關課程，將大學生
小河和山坡：在竹山鎮 帶至社區調查環境中的野生生物和生態系，以盤點生態資源、發掘
找到里山
地方特色、推廣環境教育等三項工作的推動，讓社區能夠落實發展
生態旅遊和推動友善農業的兩項目標。
本計畫作為歷史場域刑務所官舍群之跨域整合計畫，由中興大學教
台中刑務所官舍群｜歷 師帶領學生，整合跨科系院、跨校團隊之能量，結合地方政府或產
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歷史空間活化創新發展，透過課
史場域創生計畫
程、實際參與及創業成果展示走路歷史空間，解決閒置空間活化問
題並完成學生創業實踐之目標。
清流部落－賽德克族綠 以綠能生態博物館之概念，以回饋部落計畫為媒介，透過中興大學
能生態博物館發展計畫 課程設計把學生帶入戶外教學現場，以教室為平台，讓產官學界一
同構思部落所面臨文化流失及勞動力不足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式。
本次計畫將結合中興校內各科系專業經驗和能量，以「部落生態旅
信義原民部落旅遊產業 遊」為基礎（將部落產業帶進大學的 USR），連結信義鄉梅產業等
與在地產業化共創共學 在地產特色（把大學帶入社區產業的 USR）
，用無邊界大學的觀點，
實作計畫
大學與社區共學和共創。
本計畫擬將現有部落飼養戶數與雞隻數量規模擴大，同時擴增到其
他有意願部落，發展原鄉部落公私協力的經營模式，以改善山村部
里山原鄉處處有生「雞」 落的經濟、吸引人口回流、減少隔代教養，並以「自然資源永續利
用與傳統文化資源維持」方式經營原鄉部落土地，實現「里山倡議」
下社會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與資源永續利
用的願景。
配合國發會「在地創生」計畫，與台中市外埔區、后里區、和平鄉、
南投縣竹山鎮、嘉義縣東石鄉公所共同研擬在地創生事業提案中。
尋找在地 DNA
提案內容目前為台中世界智慧花博博物館、嘉義東石布袋農產運銷
整合觀光及台中市和平高山水果網路行銷策略等計畫。

2.建構本校永續推動社會責任組織與任務規劃
(1)設立「USR 推動委員會」：每學期盤點社會議題，共同構思解決策略，推薦適合
團隊執行，以滿足社會需求。
(2)設立「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協助善盡社會責任機制建立，並協助執行社會實
踐工作之團隊行政事務工作。
(3)整合特色中心：以問題導向，整合跨領域教師，共同解決社會問題。
3.強化善盡社會責任教師鼓勵制度之作法
(1)修訂「國立中興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教師實踐社
會責任績效卓著之教師得以社會責任實踐成果為教學升等內容；並將社會責任實
踐成果列為升等評審項目之一。
(2)修訂「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
，社會服務績效佳之教師，得
予以核減授課時數。
(3) 修訂「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評鑑準則」
：服務績效面向增列社會責任實踐評鑑項目。
(4)設立興大社會實踐優良服務師生獎項：定期鼓勵無私奉獻社會的中興大學之教職
員。並於校慶期間舉辦本校 USR 發表會與表揚會。
4.提升學生服務學習在地學習與社會責任結合機制之作法
(1)提供經費鼓勵老師開設社會議題之服務學習課程，學生成績列入自主學習點數及
優秀學生選拔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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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學生勞作教育範圍擴大至社區，勞作內容增列社區關懷服務，成績為獎助學金
及優秀學生選拔參據。
(3)設立興大社會實踐優良服務師生獎項：定期鼓勵無私奉獻社會的中興大學之學
生。
5.規劃社會責任議題之教學創新、多元學習課程之作法
(1)研訂「USR 講堂實施辦法」，開設在地關懷等社會議題之微課程，成績列入學生
自主學習點數認證或通識教育學分。
(2)開設在地關懷等社會議題通識教育課程，並開發創新實踐社會責任課程，以多元
學習方式教授。
(3)建立 USR 網頁平台，鼓勵教師將其社會服務經驗製作教學影片分享於平台上，推
廣至全國，嘉惠其他台灣區域。
(二)創新規劃方案
1.開設多元特色創新課程：針對在地關懷、永續環境、區域產業、社區文化、城鄉、
食安與長照、民主發展等社會議題，積極鼓勵校內教師開授特色創新實作課程；
並搭配制度調整、辦法增修等支持措施，提升教師開課意願。
(1)獸醫學系動物福利學課程：結合浪浪樂活實踐計畫，引導學生輔助手術執行及進
行動物術後照護，了解基本醫療程序。
(2)懷生社團服務學習課程融入「緝毒幼犬訓練計畫」
：本校 USR 浪浪樂活實踐計畫
與財政部關務署合作推動，使學生能實際參與訓練優良幼犬。
(3)數位策展與實作微課程：本校 USR 黑手變 Maker 團隊召集領跨領域學生進入台
中市東區五金店料商圈，學習數位策展概念與數位工具，實質參與地方發展與社
區經營。
2.鏈結政府機關落實 USR 計畫，強化實踐場域永續經營：針對本校持續推動之 USR
主題集實踐場域，積極爭取政府機關部門資源，強化實踐場域建立永續經營機制。
(1)本校 USR 旱溪團隊與台中市環保局、水利局、交通局進行周遭環境交通及減碳改
善計畫，並與興大旱溪流域的里長密切聯繫，開發旱溪故事館網站。
(2)本校 USR 黑手變 Maker 團隊與台中市東區五金電料商圈管委會合作進行商圈改
造以及環境改善。
(3)本校 USR 馬鳴興水境團隊與外埔區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整建生態湧泉公園及規
劃觀光產業發展。
(4)本校 USR 樂齡園藝團隊與西川里社區、番路埔尾社區，發展園藝為主題之長期照
護計畫。
3.推動知名企業合作模式，建立本校社會責任永續經營：強化本校大學社會責任與
企業社會責任橫向連結，透過辦理 USR x CSR 座談會形式，邀請企業進行跨領域
整合可能性討論與加值整合，建立本校社會責任永續經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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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 USR 月桃在眉原部落 再現風華新農業團隊與永豐餘集團合作推動台灣原生
種植物月桃撫育工作，輔導原住民栽植及開發當地特色產品，重燃部落生機，獲
遠見雜誌專題報導。
(2)本校 USR 樂齡園藝團隊結合大里仁愛醫院長照服務機構，發展以園藝為主題之生
活照護。
(3)邀請台灣拜耳企業分享企業社會責任經驗，媒合與本校 USR 合作機會。
4.結合國際志工團隊，擴散社會責任實踐成果至國際：
(1)以 USR 在地實踐經驗為基礎，結合本校國際志工服務團隊，將既有優質成果推廣
至國際場域；
(2)推動與國際頂尖標竿學校 USR 合作，接軌國際永續發展議題，培養具國際視野及
國際移動力之人才。
三、預期效益
(一)藉由本校力量，以在地精神，瞭解生活脈絡，融入社區聚落生活文化，結合社區
人文特色，重建聚落產業，翻轉偏鄉教育，降低城鄉資源差距，保存特有聚落文
化與語言，推動青年返鄉，減少社會治安問題，實現大學在地實踐之精神。
(二)以人文關懷與價值創新的角度，瞭解區域的人文發展特質，透過本校作為與地方
整合溝通平台，帶動在地發展，提升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及協助在地問題之解決。
(三)本校連結在地企業與社團資源，協助區域環境再造與環境教育，創造共生共榮之
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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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院現況與發展計畫
本校自 1919 年創校至今已將近百年，現有文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
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等九大學院，
歷年來不斷發展，各學院師資、設備均已頗具規模，教學、研究蓬勃發展，其中以農
資學院及工學院為規模較大之學院，各學院亦分具特色，全校已朝多元發展為目標。
一、文學院：自 1969 年成立，致力於文化氣息之涵育，旨在培養學生人文素養及社
會實踐能力，孕育其關懷鄉土與放眼世界的胸襟，為中部地區唯一「國立綜合大
學文學院」。
二、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資學院深具優良傳統，始源於 1919 年「農林專門學校」，
現以培育現代農業科技人才、強化自然資源之教學與研究，並以生物科技、自然
資源保育和永續農業為發展重點。
三、理學院：主要進行基礎與專門科學之教學、提昇理論與應用科學之研究成效，並
積極研究前瞻科學主題，與產業界合作、接軌，另亦配合國家資通訊發展方向，
強化雲端運算與巨量資料之發展。
四、工學院：以提昇學術工程科技水準、促進產業技術發展、建立與中部科學園區及
中臺灣產業研發合作為宗旨，各系所並全數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工程教育
認證。
五、生命科學院：於 1994 年成立，為順應新世紀生物科學之發展趨勢，遺傳、基因
工程、生物醫學為其研究重點，以培養跨領域整合與創新能力之生命科學專業人
才為教育目標。
六、獸醫學院：以臨床獸醫師的養成教育為主軸，培育動物基礎醫學、動物臨床醫學
及動物預防醫學人才為目標，並協助政府防疫工作，提供中部地區完善的動物醫
療服務。
七、管理學院：前身為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係因應本校原法商學院併入國立臺北大
學之同時，於 2000 年成立，以培養具前瞻性與宏觀氣度之財經法政管理人才為
目標。
八、法政學院：原隸屬於本校「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2011 年 8 月教育部核定「社
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更名為「管理學院」
，並新成立「法政學院」
，主要聚焦於法
律、政治、教育、公共政策的學門領域。
九、電機資訊學院：於 2018 年成立，以發展完整而強健的電機資訊體系，積極投入
人才養成、學術研究、以及扶植產業的角色，協助國家政策推展與發展需求。
綜上，配合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茲就九大學院之單位現況、發展重點、發展策略
及執行方式、預期效益等項目分節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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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文學院
一、單位現況
(一)成立宗旨
本院自 1969 年秋季奉准成立以來，一直以文學、史學、哲學、藝術、語言文
字、圖書資訊等專業知能，涵育學生人文語言資訊素養、學貫東西古今文化，並
孕育其關懷社區與放眼世界的胸襟為職志。本院教育宗旨在於培育學生基礎人文
素養、語言文字表達能力、思考人的基本價值及社會終極關懷、追求地球之永續
經營。
(二)組織架構
本院目前共有三個學系、二個獨立研究所、三個學位學程及二個附屬單位。
詳細組織編制如下：
1.教學單位
(1)中國文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2)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3)歷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4)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5)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6)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7)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105 學年起納歸文學院)。
(8)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109 學年度開始招生)。
2.附屬中心：語言中心、鹿鳴文化資產中心。
本學院教師數、學生數及職員數：
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人數 72 人、助教 9 人、學生人數 1,778 人、職員 17 人。
105 學年度專任教師人數 69 人、助教 8 人、學生人數 1,891 人、職員 17 人。
106 學年度專任教師人數 73 人、助教 7 人、學生人數 1,810 人、職員 18 人。
107 學年度專任教師人數 73 人、助教 7 人、學生人數 1,783 人、職員 19 人。
(三)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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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學科之知識特性在漸進與持久的影響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思辨能力
與溝通表達能力，作為其專業知識的基礎、以及關懷生命、思索人生、經營人文
的基本架構。此人文教育傳統，在全球化社會新興勢力(如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
主義、以及網路無疆界空間)的衝擊之下，面臨無以倫比的挑戰。本院各學科發展
困境如下：
1.傳統的學科分際，難以面對快速的環境變化及新興市場需求。
2.以狹隘專業為主軸的教育方式及課程設計，難以回應產業需求及社區問題。
3.研究主題多數聚焦人文學門內部發展議題、傾向抽象思辨或文本分析，這雖然
是相當重要的學科傳承，但在回應當下社會議題影響上，人文學科常招致緩不
濟急的誤解與批評。
4.人文學科畢業生所具備的能力是滲透性的核心能力，如人文視野、思辨能力以
及溝通表達能力，往好處想是可以適應各種不同類型職業，缺點是除了教書、
文化事業與繼續深造之外，並無具體的就業領域，學用差距較大，就業方向不
夠確定。
(四)特色與展望
本院中文、外文、歷史三系成立約半世紀，在傳統學科的教學、研究表現突
出，並負責本校共同必修語文課程，卓然有成，為本院奠定基礎語言課程改革的
根基，圖資、台文兩所研究動能豐沛。分述如下：
1. 中文系除本系專業課程外，還負責全校「大學國文」課程，並執行「教育部基
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之「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
畫」
，績效卓著。
2. 外文系除本系專業課程外，還支援全校「大一英文」課程，並積極進行課程革

新，執行「教育部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之「多元文化語境之英
文學習革新計畫」，卓有成效。自 107 年度起，外文系還配合本校「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之「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執行「巴別塔德語講座
系列與翻譯講座系列」計畫，強化學生中、英翻譯能力，舉辦語料庫及日、德、
法、西等第二外語講座，以強化學生語言學及第二外語基礎，進而提升適應全
球化職場能力。
3. 歷史系除本系專業課程外，還負責全校歷史相關通識課程，並與師培中心合作

培養中學歷史師資。
4. 台文所以跨文化、跨媒介、大眾文學與流行文化、生態與環境等議題為發展重
點，企圖透過跨領域課程規劃，與社會脈動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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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資所積極培育高素質之圖書館中、高階工作人員，另由於其學科性質，在本
院扮演連結資訊領域與人文學科的橋樑角色。
6.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注重培養產學合作能力，課程特色有三：
（1）創意
展演策畫、（2）數位影音創作、
（3）社區營造實務。
7. 語言中心負責開設全校共同外語課程，執行全校英語畢業門檻，並致力經營推
廣教育，其營收為全校推廣教育之冠，每年約有一千多萬的學費收入。
8. 鹿鳴文化資產中心提供實作場域與技術、器材支援，協助本院及本校通識中心
開設影像創作與傳播相關課程，為本院「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
「數位
人文與典藏應用學分學程」重要支援單位。
二、發展重點
基於上述檢討反省，本院擬以「創新規劃方案」，回應社會環境變遷，開發跨領
域課程及研究團隊，培育未來所需人才，縮短學用差距，發展特色研究；並以「持續
性業務精進方案」，規劃永續經營之教學與研究，在既有的課程架構上，力求教學與
研究的變革。茲分述如下：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本院延續性計畫在穩定中求漸進發展，在常態課程中求
教學創新，鼓勵形成研究團隊。
(二)創新規劃方案：本院擬以既有學科為基礎，突破學科疆界藩籬，進行跨域教學
及研究；媒合學術與文化產業，力求學以致用，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重視多元
文化，發展國際連結，培育新世代人才。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強化教學與學生學習
(1)發展策略
A.回應社會環境變遷，爭取外部資源，申請教育部人文社會相關課程改革計畫。
B.積極推動院核心課程。
C.推動系所教學模式的變革。
(2)執行方式
A. 本院中文系及外文系分別執行「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
、
高教深耕「厚植學生基礎能力」計畫之「議題導向跨院系敘事力新創課程
發展計畫」
，以及「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計畫」，前二者改革本校
「大學國文」教學方式，後者以翻譯課群進行教學革新，為本校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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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課程改革的根基，全面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增進跨文化交流的知能。
B. 本院協助執行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之「落實教學創新計畫」，有中文系負
責執行的「文本、多元創發與實踐力—中文系課程創新發展與實作計畫」
、
「新創詮釋與展演—中文系課程發展與增強就業力實作計畫」
，以及外文系
負責執行的「巴別塔德語講座系列與翻譯講座系列計畫」
，均能有效引發學
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效。
C. 舉辦相關學習活動(如全校閱讀心得寫作競賽、翻譯比賽等)、並舉辦全國中
興湖文學獎，全國大專院校口筆譯大賽。
D. 導入數位化學習模式，並建立情境化模組環境，提升學生語言學習動機，進
而增加學生國際溝通能力。
E. 開設全院核心必修課程。
F. 鼓勵各系所規畫開設總整課程。
G. 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實施「大一英文」分級教學，以多樣化的教學設計，增廣
多元語境認知，並輔以英語諮詢室、英檢工作坊、外語工房等措施，提升
學生英、外語能力。
2.營造優質學生學習環境
(1)發展策略
本院人文大樓環境優雅，已建構學生自習室、休息區和討論區，以及散落各處
的大廳、廊道、轉角、平台、陽台等開放式空間，都很適合師生交流討論之用。
(2)執行方式
擬編列預算或發動校友捐款，持續打造本院師生優質研習環境。
3.延攬人才
(1)發展策略
人才延攬是未來發展的根本，近幾年本院各系所教師正處於新舊世代交替時
刻，我們將持續聘任具豐沛研究動能的優秀青年學者、或教學與實務經驗兼具
之師資，強化師資結構。
(2)執行方式
除了專任員額之外，本院各系也將靈活運用兼任教師員額，增設前瞻性課程，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透過姊妹校機制，延攬國際訪問學者，開授短期課程，
增進學生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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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研究
(1)發展策略
過去在頂尖計畫經費挹注下，本院教師的研究動能逐年提升，未來仍擬鼓勵各
系所教師組成研究團隊，發展具跨領域特色研究議題。並舉辦各類全國或國際
研討會，以提升研究的國際競爭力。並積極鼓勵研究生、大學部學生投入獨立
研究，爭取各項獎助。
(2)執行方式
A. 透過讀書會來凝聚研究課題，進行思想交流。近年舉行的讀書會如「跨太平
洋美學及理論」、「新物質主義讀書會」
、
「弱水簡牘讀書會」、
「方廣讀書會」
等，均能有效形成研究社群，並帶動研究生參與。
B.舉辦學術研討會或工作坊，創造師生學術對話的場域。例如，中文系舉辦「通
俗與雅正國際學術研討會」
、
「經學與文化研討會」
、
「麗澤—全國中文研究生
論文研討會」；外文系舉辦「科技部外文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7 年英美文學研討會」
、
「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台文所
舉辦「2015 年亞洲理論國際研討會」(Asia Theori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15)、
「2016 年文化研究國際研討會；圖資所 2018 年舉辦國際學術活動系
列講座及相關工作坊。這些學術活動，不僅可帶動研究風氣，提高本院在國
內學術界能見度，更能培養研究生未來職場知能。
C.舉辦國際學者系列講座及國際工作坊，開拓本院師生與國際學者對話場域。
如 107 年度執行「高教深耕—厚實特色學院計畫」，外文系邀請三位國際學
者 John Parham（University of Worcester 教授）
、張嘉如(紐約市立大學副教
授)、Oscar V. Campomanes (菲律賓馬尼拉阿田尼歐大學副教授暨國際長)及
108 年度擬邀請三 位國際學者舉辦 「 人類世的食物地 景 國際工作坊」
(Foodscapes of the Anthropocene: Risk, Justice, Conviviality)。
D. 辦理主題式小型學術座談會，增加師生學術交流面向。如外文系擬於 108 學
年度邀請數名國內學者舉辦主題式學術座談會。
E. 發展具前瞻性的特色研究，如歷史系發展明清新文化史、近世交通交流史、
世界史等研究。圖資所以「數位人文與資訊行為」和「數位學習」兩項做為
研究主軸。
F. 本院歷史系及外文系曾三度獲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圖書採購計畫獎助，為
本校爭取到將近一千萬元圖書經費，有效建置研究典籍，本院將持續鼓勵各
系所爭取這項經費。
G. 本院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成績斐然，本院每年均有三至五案獲得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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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行組織調整
完成「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程」歸屬文學院之行政流程。
6.推動國際化
(1)發展策略
國際化推動分成三個層次，一是積極邀請國際訪問學者或客座教授蒞校講學，
增進本院教師與國外研究社群之聯繫與交流；二是鼓勵學生赴國外交換，並與
國外大學合辦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三是加強來訪或就讀國際生的招收與照護。
(2)執行方式
A.善用科技部與高教深耕計畫獎助經費邀請國際學者來訪。107 年度本院「高
教深耕計畫—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計畫」共邀請 14 位國際學者(分別來自
美國、英國、挪威、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蒞校訪問；108 年度持續
邀請 38 位國際學者(分別來自歐洲、美洲、亞洲、澳洲等四大洲之國家)蒞校
短期訪問，並參與相關學術活動(包含與本院師合授課程、參與本院系所舉辦
之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工作坊、與本院系所單位商談學術合作事宜等)。
B.舉辦國際生或交換生聯誼，邀請國際生及曾赴國外交換學生分享心得。
C.發展各類華語課程及姊妹校營隊，開設華語進修課程。
D.強化與本校姊妹校之間的合作，發展本校國際生的語言照護計畫。同時，本
院亦積極拓展國際連結，如中文系已與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簽訂合作
意向書，未來將持續推動雙方師生進行學術合作與交流。
E.因應區域環境變遷，於語言中心增設供全校學生修習之韓語與東南亞語言課
程。
F.與國外大學合辦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加強學生國際學術交流能力。如 107 年
度中文系與廣島大學合辦研究生論文研討會，108 年度歷史系舉辦「第八屆
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邀請來自我國、美、日、韓及中國大陸等地
三十多名學者與會。
7.強化招生策略
(1)發展策略
A.國際生：加強兩岸交流與國際宣傳，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的招生。
B.本籍生：強化與本地及全國高中的聯繫宣傳，辦理各類學習營隊，吸引高中
及大專生參與。提供優渥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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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方式
A.國際生
a.擬製作英文版招生短片，放置於各系所網頁。
b.本院中文系與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中文系，以及越南土龍木大學中文系辦
理雙聯學制，以華語教學之利基，跨大招收東南亞國際生。
B.本籍生
a.系、院組成招生宣導小組，以中部地區為圓心，訪問鄰近地區高中，邀請
中部地區高中生前來本院參訪。
b.舉辦學生研習營隊，如外文系例行舉辦「外文營」，圖資所曾舉辦「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暑期研習班」，台文所曾舉辦「全國暑期大專生夏令營」
、
「台文大會師」及「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
「華語語系國際學術
研習營」、「比較文學會議」、「文化研究年會」，這些活動均能增加本院各
系所的社會能見度。
c.提供優渥獎學金，吸引研究生入學。
8.活化文學院資產，創造營收，永續經營
(1)發展策略
善用人文大樓空間，增加場租收益；積極辦理推廣教育，創造營收。
(2)執行方式
A.語言中心持續協辦全民英檢、多益測驗、雅思測驗、劍橋英語認證、FLPT 第
二外語測驗等相關考試，以增加場租收入；並持續與語言認證機構洽商條
約，藉由承辦語言測驗業務維護設備，活化資產。
B.積極辦理語言中心推廣教育，增加營收。本校語言中心推廣教育的學費收入
每年約有一千多萬，為全校推廣教育之冠。未來擬積極開辦英、法德日西語、
華語、韓語與東南亞語課程。
C.人文大樓公共空間招商。
(二)創新規劃方案
1.發展本院數位人文教育
(1)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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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本院既有之「數位人文與典藏應用學程」及數位台灣課程，發展具前瞻性
的數位人文課程、課群或學程。
(2)執行方式
A.本院「數位人文與典藏應用學分學程」提供數位人文教育的資訊典藏面向；
台文所陸續開設多門「數位台灣」課程，著重建構以台灣文化為主體的內容，
運用國內既有的數位典藏資源作為教學平台。
B.本院各系所曾共同執行本校人社中心「數位台灣與文化教學卓越計畫」，強
化學生數位典藏加值與應用能力、台灣相關數位資源之應用、跨文化翻譯能
力、平面設計與影音製作能力等數位應用能力，並促進跨系所數位教學的合
作與交流。
C.在前述既有成果基礎上，本院下一階段將整合各方資源，進一步深耕數位人
文教育，擬將「數位人文與典藏應用學分學程」轉型為「數位人文與資訊應
用學分學程」
，結合本院跨系所教師及中部大學之相關師資，發展更能符合
人文精神之數位人文教育。
2.重新評估「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發展方向
(1)發展策略
本學程係以文創實作理念為核心，具體發展目標為 A.創意展演策畫、B.數位影
音創作、C.社區營造實務，目前師資與課程較偏重 A、C 兩項，未來不僅將增
聘 B 項的數位影音創作師資，還將進一步評估轉型為「數位人文與資訊應用學
士學位學程」的可行性。
(2)執行方式
A.該學程目前課程以歷史系課程加上文創課程為主，未來將大幅調整課程結
構，規劃轉型為「數位人文與資訊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以符合社會未來職
場之需求。未來也擬爭取業界師資聘任法規的鬆綁，並帶入其他系所師資及
課程，裨益永續經營。
B.結合管院「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之課程，培養學生創業能力。
C.由本院鹿鳴文化資產中心提供影音創作實作場域，以及相關文創課程的技術
和器材支援，輔助文創課程的開設。
3.結合教學與社會實踐
(1)發展策略
為突破人文知識傳授之抽象思維傾向，矯正傳統教育缺乏實作與社會實踐的問
題，本院未來的教學取向將著重教學與社會實踐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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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方式
A.加強學生資訊科技知識與技能，並在課程中增加實作部分，讓學生透過實
作，掌握知識實踐歷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戰及具備實際處理問題的能力。安排
主題式的系列演講，藉以強化學生將人文內涵與知識應用於實務之能力。
B.推動多元畢業方案：除了撰寫研究論文外，擬規劃讓學生可選擇以文學創
作、影像創作、文學翻譯等方式畢業，惟須附上一萬字以上創作理念說明的
論述文字。
C.爭取教育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利整合本校相關領域師資進行
社區營造，增加社會影響力。
4.發展特色研究團隊
(1)發展策略
本院教師近幾年透過執行本校人社中心整合型計畫，已經發展出具有特色的研
究團隊，尤其在環境生態的人文研究、以及華語文學的跨國研究，已累積具體
的成果，未來將繼續發展這兩個主題，組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團隊。
(2)執行方式
以特色研究為利基，加強國際合作，邀請重量級國際學者共同舉辦暑期研習營。
A.本院環境生態研究團隊曾與國際學者共同出版專書《全球生態論述與另類想
像》(Global Ecological Discourse, Local Expressions, 2015)，未來計畫繼續邀請
國內外重量級學者共同於暑期開設「環境人文研習營」，一方面吸引亞洲及
兩岸三地的研究生前來本院，一方面建立本院在這個研究領域的龍頭地位。
B.本院台文所與哈佛大學東亞系曾合作舉辦「華語文學研習營」，吸引到兩岸
三地台灣文學、中國文學碩博士生踴躍報名參加，成功營造本院的跨國華語
文學研究的國際形象。未來將繼續辦理該暑期研習營，培訓具有國際影響力
的華語文學研究人才。
C.本院台文所與韓國外國語大學進行的台韓交流計畫，行之有年，每年雙向舉
辦台灣文學相關研討會，圖資所曾推動師生之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合作對象
包括英、美、日等國，已成本院國際學術合作的主要動力。
D.未來本院將擴大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以利發展特色團隊。
5.強化招生策略
(1)發展策略
A.國際生：規劃具在地特色的課程，積極發展國際學術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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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籍生：以數位人文與文化創意為主軸，規劃能與職場銜接的跨領域課程，
建立本院課程特色。
(2)執行方式
A.國際生
a.擬整合歷史系、台文所、外文系師資，規劃以台灣人文研究為核心理念，
並以全英語方式授課。
b.開放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研究生來本校進行有關台灣文史議
題的短期研究。
B.本籍生
a.規劃數位人文課群，橋接科技與人文知識內涵，建立學院特色。
b.精實文化創意課程，引進業師，以暢通就業管道，藉以吸引學生就學意願。
四、預期效益
(一)以院為單位調度各項資源：師資互通、資源共享、課程整合，將有限資源極大化，
逐步建構以院為核心的課群。
(二)將實作帶入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專業知識與多元應用技能，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
(三)以環境生態、華語文學跨國研究等前瞻性研究議題，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研究
團隊。
(四)以數位人文及文化創意進行前瞻性、跨領域課程規劃，培養能夠符合未來社會需
求之人才。
(五)組成院內研究社群，帶動全院研究動能。
(六)規劃特色研究課題，完善研究環境，以吸引國際學者前來講學與交流。
(七)活化院內資產，爭取外部經費挹注，整合內外資源，以利學院永續發展。

292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第二節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單位現況
(一)沿革與成立宗旨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始源於 1919 年日本殖民統治在臺北創立之「臺灣總督府農
林專門學校」。1922 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1928 年納入臺北帝國大
學附屬之農林專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於 1943 年從臺北帝國大學分離改
制為「臺灣總督府臺中高等農林學校」，並由臺北遷至臺中現址。1945 年，旋即
更制為「臺灣省立臺中農業專科學校」
。翌年九月，再改制為「臺灣省立農學院」。
1961 年臺灣省立農學院與新增設之理工學院、及位於臺北之臺灣省立法商學院，
合併為「臺灣省立中興大學」
。至此「農學院」由一獨立院校變成中興大學的一個
學院。經過不斷擴充，1971 年省立中興大學升格改制為「國立中興大學」。為因
應時代與社會需求，農學院自 2002 年 8 月起更名為「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以
下簡稱農資學院)。
農資學院以生物產業科學與自然資源保育之教學、研究、推廣為宗旨，及培
育生物產業與自然資源保育高級人才為目標，致力發展農業生物科技，加強現代
化農業科學教育與研究，促進國際農業合作，擴展推廣服務。確立生物科技發展
及水土森林資源保育為發展重點，提供農業與自然資源之研究整合平台，以強化
我國自然資源與生物產業之教學與研究，培養農村經社、環境維護、生物科技與
生態保育的專業人才，提供產業相關技術與育成服務，導引生物產業經營管理企
業化。
(二)組織架構
農資學院大學部與研究所的學生人數分別約為 3,000 人和 1,500 人。全職教師(含
研究員)約 200 名及 120 名行政工作人員，分佈於教學與附屬單位。
農資學院擁有 23 個教學單位及 15 個附屬單位，除校本部外，另分佈於臺中市霧
峰區、東勢區及烏日區、南投縣、臺南市及新北市等地。
1. 11 個綜合學系：
農藝學系、園藝學系、森林學系、應用經濟學系、植物病理學系、昆蟲學系、
動物科學系、土壤環境科學系、水土保持學系、食品與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生
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2. 3 個獨立研究所：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食品安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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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個學士學位學程：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3. 4 個碩士學位學程：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農業經濟與行銷碩士學位
學程、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
4. 1 個獨立碩士在職專班：
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5. 15 個附屬單位：
農業試驗場、實驗林管理處（下轄：惠蓀、新化、東勢、文山等四個林場）
、農
業推廣中心、園藝試驗場、畜產試驗場、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土壤調查試驗
中心、農業機械實習工廠、農業自動化中心、農藥殘留檢測中心、國土資源保
育中心、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實習商店、食品暨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及植物教
學醫院。
(三)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本院歷史悠久，自 1919 年設立以來，從 3 個學系及附屬農場 1 所、演習林場 3
所，至今擁有 23 個教學單位及 15 個附屬單位組織龐大。面對大環境的轉換及科
技發展的日新月異，農資學院的發展亦必須跟隨著社會的演進努力發展中。農資
學院歷年來努力培育農業人才及全力投入農業科技研發，近年來因工商業發展迅
速，農業面臨極大的挑戰，對於農業轉型及自然資源保育及生態維護，更影響本
院發展方向之調整。然傳統農業研究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為因應轉型新技術並
兼顧原有之研究，本院研發人力嚴重不足，教師除肩負教學工作外，仍要致力於
研究，並協助政府及農民解決相關問題、執行計畫等，負擔重大。本院將致力協
助各教學研究單位，共同解決教學、研究、推廣工作之負荷。
(四)特色與展望
農資學院以「培育農業生產科學、自然資源經營與保育、農村社群發展等事業，
兼具有整合、創新能力及國際觀之現代青年」為教育目標；自我定位為「發展永
續與創新的農業科學」與「營造和諧與安全的自然環境」
；學生核心能力為「農學
專業知識創新與實務技能應用」、「跨領域整合與自主學習」、「溝通表達與團隊合
作」及「落實人文關懷」
；基本素養為「具備農學專業知能」
、
「實事求是與刻苦耐
勞的精神」
、
「關懷社會、服務人群的情操」及「國際的視野」
。各教學單位擁有堅
強師資陣容與優良儀器設備，附屬單位則提供優良的實習與研究場域，縮短學用
落差，因此在國內外已培育出許多優秀農業科技人才。此外在研發農業暨自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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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保育科技、富麗鄉村及服務推廣也均有卓著的貢獻。展望未來，本院除繼續發
展既有特色，培育現代農業科技人才外，更將強化自然資源之教學與研究，並以
農業生物科技、自然資源保育和農村社群發展為重點，維護人類健康與生態環境
和諧，造福社群。

二、發展重點
本學院組織結構龐大，為使各系、所、學程能充分發展、相互支援、團結合作，特劃
分四大領域作為本學院永續農學的基石。
(一)「農業生物科技邁向國際」
中興大學成立之初即被賦予承擔臺灣農業發展的重任，延續 100 年來的卓越學術
歷史傳統，本學院在農園藝作物科學、畜產動物科學、食品生技科學、植物病蟲
害防治、生物產業科學等農業生物科技領域，均居東亞地區領先地位及國際重要
影響地位，也是本校進入全球百大農校的根基。為因應急遽變化的時代，除持續
發揚光大既有領域外，並將在基因工程、植物醫學、動物科技、生物材料、生質
能源、遺傳育種、食品安全、醫學昆蟲等方面來開展新局，以因應社會需求，並
成為全球農業科技重點大學。
(二)「保育自然資源領航台灣」
隨著環境變遷及人類濫用自然資源的日趨嚴重，本學院對於臺灣自然資源的保育
有著強大的使命感。先後成立作物、林木、鳥禽、昆蟲等種原庫或標本館，藉由
土壤環境調查與資材檢測提升永續農業的友善環境，水土保持護衛國土資源。惠
蓀林場、農場、園藝場等提供生物多樣性研究場域，維護並示範了臺灣最重要的
資源保育成果。未來將以臺灣原生種食、藥用植物收集與產業開發、臺灣高山森
林與特有生物生態系保育調查、臺灣坡地災害防治與綠環境維護、臺灣精緻農業
與區域微氣候觀測等為發展主軸，以永續保育臺灣農業資源生態綠環境，建構亞
熱帶動植物等自然生態資源保育與研究中心。
(三)「培育農村人才關懷在地」
臺灣精緻農業的發展及安全農產品的發展與農業社群組織及在地居民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而農資學院在這方面貢獻卓著，特別在發展農業經濟、健全農會合作
社等社群組織、改善農村文化與生態景觀、推動農村產業再生、培育農業經營管
理人才、活化農村產銷網路景觀遊憩等均已對國家社會完成具體之貢獻。未來將
在積極培育青年農民、推動智慧農業、行銷農村遊憩、關懷在地文化等方面善盡
教育之責，建構臺灣高品質農村形象，成為周邊國家學習觀摩對象。
(四)「培育食安人才善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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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受到重視，本院在農業栽培及食品科學等教學研究成果
豐碩。更因應落實由產地到餐桌安全農產品之需求，本院設有台灣唯一且重要之
農業一級原料及農業二級產品之全方位安全認證及檢測中心，肩負區域安全農產
品制度推動、人才培育及社區教育之責任。此外，本院成立「食品安全研究所碩
士班」
，結合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及動物科學系，並導入公共衛生等專業，培
育全方位食品安全專業人才。強化區域城鄉產、官、學、研之在地連結，引進國
外食安檢測專業制度，建立本校成為台灣食品安全之核心基地，進而推動國內外
相關食品產業鏈品質之提升。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學生本位教學
以學生需求為本位的教學體系，強化師資陣容成為學術領航先鋒。重點如下：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以農業生產、資源保育、農村社群等三大領域，建構相互支援之堅實師資陣容：
採跨領域課程整合、培養雙專長等方式，凝聚師生向心力與提昇農資學院競爭
力。
(2)以學生就業為導向：
調整教學方向，瞭解產業結構與需求，縮短學校與產業的學用差距。關注學生
職涯發展(升學、就業、國考)，並由院主動建構產官學媒合機制。
(3)配合教育部及校方之全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計畫：
強化本院學生之核心能力「農學專業知識創新與實務技能應用、跨領域整合與
自主學習、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落實人文關懷」。
(4)提升品格教育：
發揚誠樸精勤的校風，鼓勵師生參與國內外服務性社團，以專業為基礎，服務
基層，擘劃未來。
(5)強化全英語教學：
本院設有 2 個全英語學程，招收全世界各國對於農業有興趣之學生，本地生與
外籍生混合教學，創造國際化之學習環境，未來將鼓勵院內系所教師更積極投
入教學行列。
(6)多元學習招生方案：
296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除持續推動各系多元入學方案外，另搭配各學程雙專長及雙語能力，強調學生
來源多元化及入學後學習多元化，以培育跨領域之領導人才。
2.創新規劃方案
(1)健全終端課程(專題製作、畢業論文、畢業設計展等)，爭取校外實習資源、擴
大暑期實習制度、強化國際生交流體制。建構完善的農資議題線上教學課程
（MOOCs）。
(2)強化各系課程委員會，擴大參與面，逐漸整合各系課程，去蕪存菁，建構完善
課程學習地圖。
(3)為留住大學部菁英人才，鼓勵五年一貫取得學碩士學位，以提升農學研究品質。
(4)與國外大學簽訂博士雙聯學位，培育具國際觀的農業跨科際高等人才，以延續
農學專業領域的領導地位。
(5)2017 年邀請世界各地重點農學院校的優秀學生，舉辦「全球學生農業高峰會」
，
將中興大學推向農學教育領導地位。
(6)充分與業界結合，縮短學用落差，大幅聘任佔員額兼任教師及業師，以提升學
生實務專長及就業能力。
(7)結合企業與政府基金，成立臺灣生物農業創投基金，鼓勵大學部高年級同學與
研究生創業。
(8)積極鼓勵各系所學程舉辦高中職等專業研習營，以提前讓學生了解農學領域範
疇，達到農學向下扎根的效果。
(9)境外多元招生方案以強化週邊如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地區及邦交國等國際
生來校學習農場經營等。另規劃在泰國、越南等設境外學習學程，以台灣優
秀師資直接在當地培育農業人才。
(10)農資學院 2018 年申請教育部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人才培育計畫，整合本校既
有之優勢領域特色，由相關系所及附屬單位支援，建置完整的專業教師團隊，
開設「智慧農業畜養殖系統技術」及「智能綠金農場課程」；未來持續辦理以
培育農業人才，因應未來農業產業智慧生產及數位服務之所需。
(二)農資特色研究
本校定位為「具有特色的研究型綜合大學」
，而此特色係以農資學院為核心，強調
本土化特色之農業暨自然資源研究，並將研發成果擴大展現於國際舞台。重點如
下：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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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醫學與安全農業：
作物病、蟲、草害及營養障礙診斷與健康管理、防檢疫相關技術與實務應用、
農藥藥理與專業處方應用、安全農業與生態永續經營、植物醫師的養成與在職
訓練、植物醫學與安全農業之國際交流與合作。
(2)臺灣森林與特有生物生態系保育：
以惠蓀林場、新化林場等為場域，進行天然林、人工林等植物與動物相調查，
建立長期生態觀察系統，以保育臺灣特有之生態系統。
(3)坡地災害防治與綠環境維護：
地震頻繁與氣候變遷暴雨集中，導致坡地災害持續增加，崩塌土石流規模也不
斷增大，影響農村安全與坡地農業至鉅，將以國土保育中心為主體，結合各系
所，強化農業綠環境復育。
(4)國際農業交流與合作：
擴大國際學術影響力，與本校國際農業中心共同藉由 UC Davis 及 Texas A&M 等
國際農業名校，建立跨國研究團隊，結盟中國大陸、日本及東南亞等農業院校，
建構具區域特色的國際農學研究中心。
(5)精進並強化植物病理相關研究：
A.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農業生技產業之需要：
研發植物保護生物製劑與量產化技術，推動病害非農藥防治及病原生態與管
理相關研究。
B.研發與應用現代生物科技：
積極發展重要防疫檢疫病原快速檢測、廣效抗病之轉基因作物、有益微生物
發酵量產以及植物保護生物製劑製備與應用等技術，以解決目前重要作物病
害問題。
C.重視環境生態保育：
探究環境逆境對植物的傷害與其反應機制，維護農作物的健康並確保環境生
態的永續管理等。
(6)配合政府政策推動新南向工作
A.農業技術推廣交流(農業智能教學南向計畫)
a.新南向登革熱防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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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區域防疫網絡，分享台灣登革熱防治經驗，透過登革熱防治專業
技術訓練營，強化台灣與印尼兩國的防疫成效，維護國人健康。
b.Rural up development (long stay program)推動延續國際農村發展倡議
(Rural-Up Initiation)：
TAMU(德州農工大學)與本校具有豐富之研究、教學與實務經驗，協助
東南亞國家推動農村發展工作，已於 2017 年 GEAR UP 論壇中發起國
際農村發展倡議，未來五年將持續推動，並建立國際「友善農村」認
證機制，兩校與東南亞國家共同成立 Rural-Up 國際委員會，組成國際
農村發展顧問團，建構「友善農村」認證機制。同時推廣國際農村發
展倡議，國際農業發展顧問團至東南亞各國協助推動友善農村，邀請
參與認證單位至台灣觀摩、參訪、培訓等，並於 GEAR UP 論壇時辦理
認證大會。
B.校友、企業參與國際化
a.強化東南亞校友會農業推廣功能：
(a)豐沛東南亞農業校友資源：
目前本校泰國校友會成員目前共計有 55 名，馬來西亞校友會亦已成
立 10 年，緬甸、越南、印尼校友會正在開拓中，未來將在其他東南
亞國家進行佈點。
(b)創造東南亞學生畢業回國就業機會：
現階段透過校友會力量，募集資金及技術，將挹注到台商或校友於當
地建廠。泰國及馬來西亞校友會辦理培訓課能，由畢業校友回國擔任
種子教師，增加畢業生回國就業。
(c) 開設國際農業人才培訓課程：
以泰國及馬來西亞海外校友會作為駐點，協同台灣學校，開設國際農
業、農業經營管理相關課程，培訓投資設廠校友之人力需求。
(d)拓展東南亞校友會區域網：
整合泰國、馬來西亞、緬甸、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之校友會，區
域串聯協助本校推動南向農業之研究、教學、推廣事務。
b.成立國際農業志工南向服務團：
籌組國際農業志工顧問團，寒暑假招募國際志工，辦理偏遠地區駐地服
務工作，協助農民進行育種及生產技術改善。
C.持續推動並加強新南向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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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政策，結合本校在農業科技方面優勢，如協助泰國、越南、菲律
賓等國之農業生產、食品和營養系統之發展。目前農資學院與越南、泰國、
菲律賓等多國已建立實質合作關係，未來將配合新南向計畫，以設立南向
合作推廣據點，推動農業產學合作、農業智能教學南向、研究成果推廣南
向等具體方針，並配合教育部新南向計畫，進行新南向農業聯盟之主持工
作，帶領台灣高校進行與東南亞高校之農業合作事宜。
(7)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
A.厚實學院特色研究能量
a.發展學校特色(研究能量或優勢特色)
舉辦國際園藝學會第六屆國際番茄病害研討會、生物防治暨病蟲害管理
技術國際研討會、重要作物病毒病害國際研討會、舉辦台灣與泰國皇家
基金會農業交流研討會等國際研討會、成立東（南）亞動物科學領域聯
盟，增廣世界觀、邀請世界頂尖學校國際級優秀學者(國際大師)短期訪
問、聘請國際知名學者開設暑期特別講座或專業課程(國際特色課程)。
b.國際重點領域與國際頂尖標竿學校合作
與國外名校美國猶他州立大學、日本京都大學、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合作合作研究、教學，深化本校農業領域學術合作、
建立教學合作計畫，強化特色研究能量，培育農業專業人才。
B.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a.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持續推動「跨領域學分學程」，如「農場場長學分學程」、「廢棄物利用之
循環經濟學分學程」
、「畜牧場智慧管理學分學程」，結合相關系所精進建
構跨領域學習環境，提供學生更豐富之課程，增加學習廣度。
b.展創新教學模式：
為吸引國外優秀學生前來攻讀學位，持續推動各項「國際交流研習」活動，
並鼓勵年輕教師帶領學生至國外姐妹校進行各項暑期（短期）農業訓練（參
訪）活動。除例行性的各項交流活動外，將請國外姐妹校組團來台進行
Study Abroad Program 和農產業實習等學習活動。另為彌補本地相關師資
之不足，及為本地生有機會修習全英文課程，將邀請國外教師蒞校開設全
英文短期課程「英語教學專題講座研習」“how to Teach Your Subject in
English”，規劃於暑假舉辦，增加英文授課及領域知識豐富度。
c.養學生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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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產學連結的創新教學模式，提昇學生學習成效及實務經驗，規劃進行
「茶產業人才培育」
、
「農村再生人才培育」
、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師人才培
育」，提高學生實務能力和創就業機會。
C.發展國際優勢特色計畫-標竿學校(德州農工大學)
a.辦兩校研究合作願景工作坊：
將於 108 年 10 月聯合舉辦兩校研究合作願景工作坊，組成共同研究團隊。
國際農業中心主辦本院協辦兩校研究合作願景工作坊，以「雙邊未來研究
合作」為主軸，將媒合研究團隊，展現本校在此領域豐碩成果，增進未來
學術研究合作的機會展開序幕。
b.研究生與博士後短期出國研究：
建立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學合作模式，以「雙邊未來研究合作」為主軸，
透過研究合作、學生實驗室交換計畫，增進學生和學者之國際觀。並強化
台灣與美國在昆蟲、園藝、土環、生機、動科等領域之國際合作，並拓展
台美之間交際網絡。
c.學院特色人才培育：
建立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合作模式，進取本校師生至教學單位學習之機
會，增進本校國際能見度，亦能增加師生國際觀。
d.傑出學者訪校：
透過實踐學者交流，邀請 10 位以上標竿學校傑出學者與本校教師學術交
流，並指導研究生實驗，深化與德州農工大學實質關係，截至 108 年 4 月
10 日止，共有 11 位教師申請，15 位訪校傑出學者；並開設全英文教學課
程 20 門以上，預計參與人數 1,000 人，擴大本校相關學系參與，提升國際
視野。
e.Norman Borlaug 特別講座：
為落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Dr. Norman Borlaug 解決世界糧食問題之精神與
理念，共同推動東南亞國家農業與糧食問題之研討、推廣合作，108 年將
辦理 Norman Borlaug 特別講座，同時配合本校自主學習方式，提供學習時
數，增加學生參與意願，並提供學生從農業、糧食、生態、基因編輯等面
向瞭解其應用於解決世界糧食之意義與做法。
f.與標竿學校合作南向推廣：
研擬以 GEAR UP Forum 五年來與亞洲各國姊妹校建立之關係為基礎，推動
成立「國際農村向上推升聯盟 Rural-Up Alliance」
，建立密切實質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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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聯盟可接軌本校與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PAARI）之合作項目，共同
推動國際農業重要議題舉辦研討會、訓練班、出版刊物等工作，亦接軌教
育部南向計畫，提高計畫實質效益。
2.創新規劃方案
(1)農業分子工程：
以前瞻系統生物學探索農林作物之逆境生理機制、與昆蟲、微生物與病毒交互
作用、代謝體學分析與代謝工程及高價值有用營養成分調控。
(2)臺灣原生食藥用植物栽培與產值開發：
結合森林系、農藝系、園藝系、土環系及相關附屬單位，建立食藥用植物園及
種原庫等，以保留臺灣特有食藥用植物。強化種植技術與萃取技術研發，提高
藥用植物之保健，並配合動科系充分利用次級品開發為動（寵）物飼料添加物。
(3)農業土壤資源調查與區域微氣候觀測：
除持續原有土壤調查外，更須著重於全台土壤微生物調查，同時與區域微氣候
結合，以建立完善農業監測網，提高農業生產力。
(4)畜產天然物保健及防疫用藥開發：
結合院內農業生物科技、應用微生物學與動科系之確效驗證，開發動(寵)物保
健用飼料添加物，並與產業聯盟建立無抗生素生產之綠色畜牧。開發經濟動物
與伴侶動物保健食品。
(5)強化醫學昆蟲研究領域：
昆蟲對於人類的影響與日俱增，例如小黑蚊（臺灣鋏蠓）叮咬、日本腦炎、登
革熱、茲卡病毒等議題，已非醫學領域能涵蓋，而須由昆蟲習性與特質等方面
著手，將以昆蟲系為中心，結合人體醫學與動物醫學進行研究。
(6)附屬單位組織調整：
已成立「食品與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結合「土壤調查試驗中心」、「農藥殘
留檢測中心」
、並與「農產品驗證中心」
，建構全國最完善最具公信力的驗證檢
測單位，同時提升檢測研發水準，為消費者把關。
(7)智慧農業研究：
推動有關農場管理、智慧物流、溯源履歷、保鮮技術、加工技術、電子商務之
專家診斷與服務系統的開發研究，建構智農產銷與數位服務體系，提升農業整
體生產效率與量能，並集結本院各領域之教師專長積極參與政府智慧農業之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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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臺灣農業戰略政策研究：
農業乃國家之根本，面對開放的國際貿易與中國產品及市場的競爭，農業政策
的形成與快速反應的平台將會在本院建立，提供政府決策部門的重要參考。
(9)解決畜牧排泄物與農作副產物之技術開發：
應用微生物開發畜禽排泄物與農作副產物生產有機菌肥，結合土壤調查，配合
建立一完整施肥系統，種植技術、產品驗證與終端銷售之有機生產系統。
(10)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配合相關科系：
開發各類智慧型之農業生產調控系統，如畜禽舍，有機菌肥堆肥系統。
(三)專業服務與推廣
農資學院教學研究卓越，服務與推廣更是貢獻卓著，曾為臺灣及國際農業的發展
投注巨大心力，因此應鼓勵本院師生、同仁，深入服務農村、農民，並協助政府
有關單位、民間團體或組織，提供專業服務。重點如下：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農企業產學合作與推廣：
開設產學合作推廣專班，農資學院設有農業推廣中心，辦理本院各項教學、研
究成果之推廣與教育訓練，並辦理國際農業合作與推廣工作，該中心除定期辦
理農業專業課程與交流外，未來將視國內外各組織與團體需求，協助開設或解
決農業相關問題。
(2)強化國內外農學服務交流：
配合政府及企業，組織各類型服務團體投入基層農業服務，同時也鼓勵老師帶
學生至國外進行各種服務。本院為增進學生國際視野國外姐妹校辦理暑期農業
訓練活動，藉由互訪增進師生交流，更認識不同氣候環境下之農業研究與教育
發展，未來更鼓勵學生至暑期期間國外企業實習，更能推動國際化人才培育之
目標。
(3)附屬單位功能的提升：
以實習商店為領頭羊，開發並建立優良農產品標準，做為台灣優質農產品的典
範商品。
2.創新規劃方案
(1) 配合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樓的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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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完善的驗證檢測體系，服務農業生產端至消費端的產業鏈。食品安全議題
已為世界性議題，備受各方重視。本院原已有多個經政府及國際認證之驗證及
檢測單位，加上甫新成立之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將與相關教學單位(食
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及食品安全研究所)共同培育食品安全領域之優質人
才，提升社區食品安全教育，以為台灣食品安全政策之推動善盡社會責任。
(2)以農業推廣中心為主軸：
結合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植物教學醫院，提供興大農學教研出
口，及國內農企業病蟲害管理診療專業服務，嘉惠臺灣農民，亦強化學生未來
職場業務執行專業能力。本院在植物醫學領域之研發成果豐碩，足可協助政府
機關、農業機構、民間團體與農民解決農作物之相關問題，未來將可循農業推
廣體系擴大輔導服務之層面。
(3)與國內外農產企業界結合：
設立農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訓中心，設計實務型系列課程，培養農場經營人才及
代訓東南亞國協的農業管理人才。
(4)推動「植物醫師法」的立法：
配合政府推動植物醫師證照制度的建立，落實「安全高品質農業」的理念與推
廣正確的栽培管理技術，須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植物醫師」協助農民解決各種
作物栽培過程的疑難雜症。
(5)協助政府推動有機農業促進法：
我國《有機農業促進法》於(108)年 5 月 30 日正式施行，本院接受農委會賦予
之重任，協助政府推動政策擬定促進方案，未來將整合本院各領域師資共同投
入，協助政府推動國產有機或友善耕作農產品，共同建立生態永續的美麗家園
之使命。

四、預期效益
(一)「繼往開來、卓越農資」
延續 100 年來的卓越學術歷史傳統，持續發揚光大，邁入農資學院百年慶，增強
臺灣農業研究與農業政策之影響力，提升農業教育之品質，成為全球前五十大農
學院校。
(二)「組織活化、師生合諧」
藉由課程調整強化雙專長，以增加學生實務能力與就業機會。藉由英語學程及遠
距教學，提升國際農學教育影響力。藉由系所學程資源整合，擴大教師研究基礎
及產學能量。鼓勵由下而上的組織活化，營造師生和諧的教學環境，培育生科、
農學、環境等領域最受歡迎的專業人才及穩固農資學院在國內農學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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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研發、邁向國際」
強化農業本土特色研究，在論文發表、技術授權、專利申請等齊頭並進，務實解
決臺灣農業問題。整合發展重點研究主題，凸顯特色，以結合國際一流大學、協
助開發中國家農業發展，建構國際農學特殊影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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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學院
一、單位現況
(一)沿革與成立宗旨
理學院前身為理工學院，理工學院成立於民國 50 年台灣省立中興大學時，由原農
學院已有之化學系、植物學系(均於民國 45 年成立)與新成立之應用數學系和土木
工程學系合併設立。
1. 77 學年度理工學院分設為理學院及工學院，理學院含化學系、植物學系、應
用數學系及物理學系。
2. 82 學年度理學院又分設生命科學院(含植物學系、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及動物學
系)。
3. 84 學年度資訊科學研究所博士班成立。
4. 91 學年度資訊科學研究所與應用數學系資訊組合併為資訊科學系。
5. 96 學年度資訊科學系更名為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碩士班成立。
6. 97 學年度統計學研究所、奈米科學研究所及生物物理學研究所成立。
7. 99 學年度生物物理學研究所併入物理系，成立生物物理學碩士班。
8. 101 學年度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併入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半導體研究中
心更名為應用科技中心。
9. 104 學年度應用科技中心裁撤。
10. 105 學年度科學教育中心成立 (108 年 02 月 01 日通過為理學院編制內附屬單
位)，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成立。
11. 107 學年度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含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移出至電機資訊
學院。
12. 108 學年度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及大數據產學研發博士學位
學程成立。
理學院以基礎科學、培養國家重點科技研究及產業應用之開發人才為首要目標，
課程設計皆配合現今科技發展趨勢，建立堅強之教學研究教授陣容，促進國內外
學術交流，擴大產業建教合作，以符合國家整體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需求。
(二)組織架構
理學院現有化學系、應用數學系、物理學系等 3 系(均含碩士班及博士班)及統計
學研究所、奈米科學研究所等 2 個獨立所，其中應用數學系設有碩士在職專班。
另設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大數據產學研發博士學位學程等 2
學程及院內附屬單位科學教育中心。本院各系所專任教師師資約 90 人，兼任教師
約 20 人，講座教授約 2 人。目前計有大學部學生約 800 人、研究生碩士班約 350
人、博士班約 60 人。職員約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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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1.理學院屬於基礎學科，不若應用工程學科對未來就業市場能吸引學生家長。事
實上，化學、數學、統計、物理、資訊基礎知識在就業市場廣泛的需求，具備
跨領域知識之畢業人才就業機會愈來愈多。因此如何培養學生具備紮實的數理
化及資訊基礎知識，讓外界充分了解本院系所的特色以吸引招生，為目前致力
之目標。
2.因為教育政策與社會結構改變造成大學部學生入學程度與自學能力愈漸下降，
使得達成教育之核心能力目標愈趨困難。隨著經濟發展遲緩與就業機會減少，
造成博士班畢業生就業之困難度提高，影響學生就讀博士班之意願，如何提升
學生自我學習能力與吸引優秀學生就讀博士班是未來本院各系所之艱鉅挑戰。
3.建議本校考量成立電機資訊學院之可行性，強化軟體與硬體、資訊與通訊之整
合教學研究與學位學程之提供，以更好的學習環境吸引博士生到校就讀。
4.本院教學著重以基礎教育為主並以實驗為輔，且教師支援課程負擔為全校之
最，現在人員及空間配置以教育部現行空間計算方式分配已嚴重偏頗並影響共
同教學品質，請校方應慎重考量與重新評估。
5.目前研究經費大多來自教師個人科技部計畫，校內跨學院或跨領域之合作計畫
尚嫌不足，致無法得到頂尖研究中心等經費之溢注，對本院各系發展影響甚鉅。
(四)特色與展望
1.研究前瞻科學主題，與世界主流同步，與產業接軌緊密。
2.紮實的教學，兼顧科學基礎知識與最新科學新知，課程多元，提供多種學程；
設備新穎，學生可利用的資源豐富。
3.科技部補助設置物理、化學及數學中部圖書中心於本院。
4.本院化學領域、數學領域、物理領域及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發展特色說明如下：
(1)化學領域
A.化學系已訂定大學部及碩博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其檢核指標，各課
程規劃與設計能確保學生之學習成效，如「普通化學 e 化教材」輔助學生學
習，
「普通化學期末會考」成績可評量及反映學生學習成效，
「普通化學實驗
及有機化學實驗教學錄影帶」對實驗課程之教學與安全極有助益。
B.研究方面分為分析化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及生物與醫藥化學
五個領域，教師從事之研究主題基礎與應用研究並重，著重產業發展及綠色
化學相關之研究課題。
(2)數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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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為國內第一所涵蓋各研究領域之應用科學系，著重於應用分析、應用統計、
應用力學等數學與統計模式之建立與解析，並和計算機之應用相配合，將計
算機與應用數學密切結合發展的一個學系。
B.統計學研究所以培養統計專業人才及研究統計方法，提升學術研究，並以統
計方法廣泛應用到工商決策、工業及醫學上為目標。著重於生物統計、生態
統計、財務統計及統計資訊等統計模式之建立與解析。
(3)物理領域
A.物理系在普物教學之中加入物理演示課程與科技導向之互動教法，有系統的
製作線上教學影片、動畫模擬物理原理及開發新型實驗教具；也在專業課程
中加入專題實驗計畫，引進配合課程的程式模擬，與科博館合作推動學生志
工服務學習。讓學生能更具體的體驗物理之美並進一步探索自己的興趣。
B.奈米所注重跨領域研究，結合物理、化學、生物、材料、電子與光電等領域。
研究主題包括奈米級電子、光電與生物感測元件，並致力於培養奈米科學相
關領域的專業人才。
(4)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領域
A.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為目前世界各國著重發展而人才短缺的領域，其中，具
理論與實務能力的人才尤為缺乏。有鑒於此，配合教育部智慧科技及資訊安
全碩士人才培訓，增加國家的國際競爭力，本院成立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碩
士在職學位學程，積極培養相關的產業人才，以達到本校促進產業升級、善
盡社會責任等目標。本學程教授由校內各院相關領域專家組成，藉由誇院整
合，讓學生學到人工智慧在各領域的應用與前瞻性，且學程師資之實驗室與
國外知名實驗室有實質合作，本學程將推動學生與合作實驗室進行國際專題
研究的機會，提供學生的更直接的國際化鏈結與競爭力。
B.因應雲端產業、計算機效能不斷提升與數據資料更新變化迅速的趨勢，院內
成立大數據產學研發博士學位學程。藉由規劃創新研發主題，訓練博士生建
立信號與資料處理之關鍵技術之研發與實作，同時藉由參與本計畫的廠商的
聘用，而無縫接軌到就業，並減少兩造磨合時間，加快產品開發技術，促進
博士人才產業研發能力。不僅能使廠商快速接收技術轉移，同時研發人員也
可提升分析能力，獨立進行信號之分析能力與能量，獨立創業亦是可預期，
因此博士人才創新創業（spin in 或 spin off）之情況是可期待的。
二、發展重點
(一)規劃設置「科學教育中心」
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之長期發展，加強基礎科學教育之教學、研究、推廣與服務
需求，已於 105 學年度成立科學教育中心，做為中興大學理學院及校內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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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社會各界之聯繫窗口。在高中職科學教育以配合 108 新課綱推動工作為重
點項目，辦理有關基礎科學課程教師研習，發展新課綱素養導向學習，豐富學生
科學新知學習內容。在推廣服務則以整合校內資源，開設各類科學班、資優班及
辦理其他科學營隊活動，使得中小學生對基礎科學產生興趣進而提升科學素養。
(二)教學
1.化學領域
(1)課程設計配合系所發展特色為以產業結合為導向，以綠色化學為依歸，概分為
有機、無機、分析、物化與生物與醫藥化學等五組，大學部之課程內容以基礎
理論為依據，強調綠色化學的重要性，實驗設計則以微量與減廢為主，導入環
保的觀念，讓學生深植綠色化學概念。
(2)研究所課程則配合教師之研究專長，並結合產業發展重點進行規劃研究主題及
實驗設計，培養學生節能減碳與產學合作的觀念。
2.數學領域
(1)將各教師在基礎數學的專長與計算、分析及統計三組相結合，橫向鼓勵學生系
內跨組修課，縱向積極與外系合開學程，提供多元修課選項，鼓勵學生培養業
界所需通才能力。
(2)統計所教學著重於理論統計以及生物、生態、財務、工業、資訊等相關應用統
計課程，課程規劃以理論及應用並重，並依最新發展適時彈性調整。
3.物理領域
(1)成立全校共同使用之現代化普通物理實驗室，並建置物理雲端教室及現代化
科學演示教育教室，利用目前最新科技輔助普通物理教學，除了老師講解外，
更加入了程式模擬與實驗教具互動之教學方法，致力於提高學生的興趣與主動
探索的能力。
(2)計畫建置專題研究實驗室，並將程式撰寫嵌入物理系專業課程計畫。
4.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領域
(1)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需要對大量的資料作處理與應用，其在電腦硬體資源上的
需求是相當龐大的。這些硬體包括了快速的存取裝置、大量的儲存空間與高效
率的運算單元。本學程將借重於本校資訊工程相關師資的專長，開設課程介紹
這些電腦人工智慧的設計、最新的理論與趨勢，以及資訊安全之理論基礎，以
期學生能夠快速地與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相關之產業接軌，學以致用。
(2)大數據產學研發博士學位學程需學習數據科學分析與機器學習之數學、統計與
資訊理論。本學程將結合本校資訊、數學與統計等師資，提供深入淺出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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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生對於各種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相關理論的理解，以此提升學生解決困
難問題的能力，強化學生在尖端資訊科技的能力，提升其職場競爭力。
(三)研究
1.化學領域
配合國家發展政策，化學系近年來積極推動與產業結合及綠色化學相關之研
究，研究重點包括：
(1)開發與應用綠色環保分析科技與建構快速檢測技術，化學結構與作用性測量
系統與方法。
(2)奈米生醫材料、光動力治療藥物的奈米載體與分析技術之開發。
(3)金屬催化劑之設計、製備及應用。發展不對稱合成方法、醣蛋白及醣脂質與天
然物及藥物之開發。
(4)結合實驗與理論計算，探討化合物之鍵結性質和電子結構。新穎前瞻光電材料
及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之研發。
2.數學領域
(1)發展計算科學學理和強化計算實務。
(2)推展計算科學方法之應用。
(3)聯合數學、統計與計算科學領域進行跨領域研究。
(4)發展新的統計理論與強化研究生統計程式撰寫以及資料分析。
3.物理領域
(1)發展跨院系的生物物理及仿生科技研究專案。
(2)發展下世代奈米級電子、光電與生醫元件研究:二維材料與元件開發及高階半
導體人才培育計畫。
(3)量子計算理論與實驗技術發展：強化研究設備與能量、人才培育與增加國際
合作。
(4)物理領域教師研究橫跨光電、化學、生物領域，進行跨領域的研究主題。
4.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領域
(1)機器學習於人工智慧之影像處理與自然語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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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安全為現今網路資訊爆炸時代必須重視的一環。經由資訊安全相關課程，
引導學生開發應用程式防護系統，以保護隔離資料，避免勒索軟體之攻擊，確
保資料安全性。
(3)在大數據資料分析方面，建構批量與歷史數據通道系統，以進行大量數據的導
入與導出。並建構多用戶的計算平台，以達到資訊安全目的。
(4)使用統計及數學方法，進行數據分析，從龐大且雜亂的數據資料中，萃取出重
要之資訊及影響之因子變數。藉由大數據分析預測未來的產業發展趨勢，進而
提升各產業之競爭力。
(四)學術交流
1.為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積極鼓勵及補助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並廣招外國
學生，增進本國學生與外籍學生之交流機會。
2.發展建立東南亞與印度區域合作夥伴，以確保及拓展外籍學生及博士後來源。
積極建立兩岸、台日、台德等雙邊研究合作關係。
3.跨領域結合本校農業生技的優勢，深耕農業生技資通訊技術。
4.配合國家資通訊發展方向，強化雲端運算與巨量資料之發展。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招生
除配合本校教務處招生組所辦理之各項國內外招生宣傳活動之外，本院各研究
領域所屬系所分別提出下列招生策略：
(1)化學領域：因應少子化及國外優良大學招生之競爭，除提供各類獎勵學生入學
之獎學金如新銳獎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中興大學化學系逕讀博士班獎助學
金等，並積極改善教學環境與研發能量。舉辦化學營及高中生參訪活動，提升
本系知名度，藉以吸引優秀之學生就讀。此外，亦加強海外招生宣傳，藉以吸
引外籍學生就讀。
(2)數學領域：每年辦理興大附中、彰化高中等師生參訪，藉由應數系現有之高中
生數理資優班，增加其於中區重點高中的知名度。另補助鼓勵學生辦理高中生
營隊及大數盃，藉校際合作競賽提升能見度。
(3)物理領域：持續強化物理系與奈米所招生網頁和影片，安排教師到各大學進行
研究生招生宣導，積極宣傳系所特色。國際生招生方面，參加校內與他校合辦
之國際招生活動，主動聯繫目標國家(如印尼、越南、泰國等地)的大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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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生招生宣傳。未來積極作法為結合外籍生，校友與教師前往該國宣傳系所
的特色與招生。
(4)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領域：人工智慧領域為目前極為熱門領域，有意願就讀學生
眾多，如何凸顯出本學程與他校之不同是重點。除了一般大學畢業生招生宣傳
外，藉由與產業界的合作，讓有實作經驗，具技術與創意的專業人才了解，本
學程畢業生將擁有扎實之理論訓練與多種類的資料科學、機器學習專才，將能
勝任國內外此類的工作需求。積極爭取產業配合大數據博士學程提供合作研發
獎學金，使進入學程之博士生能有明顯的研究方向與目標，此一特色可以鼓勵
更多優秀學生積極投入。
2.教學
(1)化學領域
A. 提升畢業生從事化學相關產業之就業比例：透過產學合作的機會，工業化
學 課程之規劃，與工業參訪活動之舉辦，提升學生對相關產業之認識與了
解，每學期舉辦「打造學習力」專題演講：邀請傑出系友返系分享學習經驗
及對未來社會所需人才分析，藉以提升本系畢業生從事化學相關產業之就業
比例。
B. 培養學生的國際觀：藉由國際合作、出國研習及交換學生增加學生與國際
接軌；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邀請世界頂尖學
校國際級優秀學者短期訪問及聘請國際知名學者開設特別講座或專業課
程，活絡國際交流活動，培養學生的國際觀。
C.鼓勵學生參與專題研究、參加國際研討會及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D.為改善化學系館的電力系統規劃及建築物整體之結構及外觀，維護師生安
全，105 年度將進行化學館電源管線置換計畫工程及化學館外牆整修工程。
化學系支援全校共同化學相關實驗課程，教學設備之更新，對學生之學習及
安全維護至關重要，105 至 109 年將陸續將老舊不堪使用的儀器汰換，並配
合科技的進展，進行實驗課程改善。
E. 持續進行普通化學及有機化學數位教材錄製，有利學生課前預習、課後複
習，並逐步建構實驗教材英文化。
(2)數學領域
A.融合數學建模等議題於傳統基礎數學之教學研究。
B.與財金系合作規劃「財務統計」學程、與資工等相關系所合作規劃「巨量資
料分析」學程。
C.聯合其它校內系所進行跨領域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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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培養跨領域人才，如逆向工程、圖形處理、生醫計算及雲端網路效能評估等
領域。
(3)物理領域
A.程式撰寫嵌入物理系課程計畫：撰寫程式去解決物理問題，已成為現代科學
不可或缺的技能。物理系將加強電腦、軟體及網路設備，在大部分的課程中，
加入程式撰寫的教學，以培養撰寫程式的邏輯及觀念，使同學可利用模擬計
算去解決物理問題。
B. 積極推動教師實施創新教學，如問題導向式教學，翻轉教學與線上開放式
課程。
C. 實驗教學模組化，專題化，建立創客空間，強化學生動手做的能力。積極
宣導學生加入實驗室進行專題研究。
D. 辦理物理辯論、學生成果發表會、中興物理獎與研討會(如每年與其他學校
一同舉辦的低維度研討會)的專題競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探索未來生
涯目標。
(4)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領域
本學程將包括各項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的軟硬體實作課程。這些課程將採用
問題導向教育（Problem-Base Learning, PBL）及翻轉教學等創新教學方式為
主，以解決問題為主軸的方式，介紹各項課程的學習單元。藉由小組的討論
與合作，引導學生應用課程內容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從中訓練獨立思
考及的激發創意的能力。
設計分別獨立的課程，從早期方法介紹到最新論文，並以單元的方式引導學
生實作各種機器學習技術，並以此為基礎，以專題的形式將學生學習到的技
術用以開發各種高階應用。結合產業需求，發展專題研究並配合業師共同指
導，提升研究與實務運用的成效。
3.研究
(1)化學領域
A.鼓勵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積極向科技部、教育部、衛福部、農業部等單位爭取
研究補助計畫及產業界之產學合作計畫。
B.鼓勵教師參與國家型及整合型跨領域研究計畫，以創造更佳的成果，提升教
師的研究能量。
C.貴重儀器之更新對研究能量之提升有莫大助益，將積極爭取科技部貴儀中心
儀器之汰舊與新購， 未來五年預計汰購電子順磁光譜儀、液相層析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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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軛焦顯微系統及新購感應偶合電漿質譜分析儀及低溫電灑游離法質譜儀
各一部。
(2)數學領域
A.發展計算科學學理和強化計算實務，如科學與工程上偏微分方程的演算法、
影像分析（生物影像，醫學影像，資訊影像）及大數據、計算財經或網路數據。
B.聯合其它校內系所進行跨領域教學與研究，如 3D 影像資料的統計方法、基
因微陣列資料的統計方法及財務金融資料的統計方法。
C.提升逆向工程、圖形處理、生醫計算及雲端網路效能評估案等領域。
(3)物理領域
A.發展跨院系的生物物理研究專案：配合本校特色及專長，以生物物理學碩士
班為基幹，結合不同院系的專長，發展並執行整合的計畫專案，特別是在仿
生及生醫感測技術方面。仿生方面可與本校生物及機械自控相關領域合作，
而感測技術方面則可加強本校在”More than Moore” 電子技術的內涵。
B.發展下世代奈米級電子元件:結合奈米科學研究所及本校其他院系，特別是工
學院，發展 5nm 以下元件核心技術，主要是二維半導體、石墨烯及 ALD 技
術。
C.量子位元實驗技術與量子計算發展：目前量子電腦與量子通訊已經成為新興
的次世代科技。目前研究上與量子資訊科學相關的成員包括實驗與理論，形
成一個緊密的研究群。實驗設備在國內最具規模，理論研究國外能見度高。
系上目前有一套貴重儀器可進行量子計算相關實驗，未來將持續推動強化研
究設備與能量、人才培育及增加國際合作。
D. 積極進行國際招生，並與國際研究機構實質合作與交流，提升國際化與研
究品質，以吸引各國更多優秀學生來台就學。
(4)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領域
A.人工智慧之影像與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於影像處理與自然語言處理是目
前非常重要的兩個應用，國內外的科技大廠(如:谷歌、臉書等)，均投入了大
量的資源在這兩方向的研究與開發。究其原因，在於此兩項領域於各類高階
應用(如:無人商店、自駕車等)的泛用性。本學程將在這個兩個項目上，開發
各種高階應用。
B.資訊安全系統設計:資訊安全為現今網路資訊爆炸時代必須重視的一環，開發
應用程式防護系統，以保護隔離資料，避免勒索軟體之攻擊，確保資料安全
性。並採用業界領先之 DLP 虛擬隔離技術，擺脫檔案加密的限制。
314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C.大數據資料處理實務：在大數據資料儲存方面，建構批量與歷史數據通道系
統，以進行大量數據的導入與導出。並建構多用戶的計算平台，使多用戶間
數據隔離，但可經由授權機制將數據共享，以達到資訊安全目的。在大數據
資料分析方面，從龐大且雜亂的數據資料中，萃取出重要之資訊及影響之因
子變數。配合產業需求應用，利用分析大數據以規畫未來產業之發產趨勢。
4.國際化學術交流
(1)鼓勵學生參與專題研究、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發表國際期刊論文並參與姊妹
校之交換學生計畫及申請國外短期進修。
(2)積極邀請國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與雙邊合作及推動兩岸之學術交流，鼓勵教師
申請參與國際合作計畫。
(3)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本院與國外多所大學簽訂
交流計畫，如日本九州大學、早稻田大學等，預計在近幾年陸續與日本其他著
名大學簽訂合作與交流關係，提供雙方學生至國外修課與實習的機會。
(二)創新規劃方案
1.科學教育中心
(1)整合中興大學科學教育資源、結合 108 新課綱與科學素養提升計畫，研發製作
演示教材、推廣科學教育和舉辦各種基礎科學課程教學之改進計畫。規劃基礎
科學教育之研習課程及競賽等。並促進不同領域研究專長之專任教師整合及跨
領域教學。
(2)協助推動高中策略聯盟高中端師資培育及進階先修課程師資培育，及支援中小
學辦理推廣科學新知及科普活動。
2.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領域
(1)本院於 107 學年度成立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及大數據產學研
發博士學位學程。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為目前世界各國著重發展而人才短缺的
領域，其中，具理論與實務能力的人才尤為缺乏。有鑒於此，國內外各校，如
美國的史丹佛，麻省理工、國內的交通大學等，為了培養此類人才，並提升學
生於國際上的競爭力，均開設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相關之學程。有鑒於此，本
校擬開設本學程，積極培養相關的產業人才，以達到本校促進產業升級、善盡
社會責任等目標。此外，本學程教授有多實驗室與國外知名實驗室有實質合作，
本學程將推動學生與合作實驗室進行國際專題研究的機會，提供學生的更直接
的國際化鏈結與競爭力。
(2)藉由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研鏈結中心，整合本校資源，活用學校無形資產，促進
學校與產業之合作。為了與產業深度結合，本學程亦將舉辦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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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聘請相關教授及業師進行評審，給予具優秀研究成果的學生適當獎勵，
提升學生自我價值肯定。本院也將邀請本校院畢業之校友或相關企業先進擔任
學程業師，定期舉辦「當愛因斯坦遇見愛迪生」產學論壇，提供師生瞭解產業
需求及創新創業想法，也規劃透過此活動的延伸，簽訂雙方合作協議，提供本
學程學生未來職涯發展的機會。
2.教學
(1)化學領域
深植綠色化學觀念：於大學部課程導入節能減廢的觀念，於研究所之研究主題
及實驗設計，培養學生節能減碳的觀念。開設化學前沿、前瞻化學等密集課程，
並於 107 學年度起邀請國外學者、專長進行短期授課，提昇學生專業能力及國
際視野。
(2)物理領域
A.成立全校共同的現代化普通物理實驗教室及專題研究室建置：全校普通物理
實驗空間有限(87.82 坪)，不足以應付現代化普通物理實驗的需求。計畫在物
理系館外設立適當空間的全校普通物理實驗室，導入現代化的實驗教學。物
理系將整合共用資源，建置一共同實驗室，提供大學部專題研究統整課程以
及研究生訓練所需之設備及實驗室。
B.導入現代化之科技輔助之互動式教學：設置兩間具備科技輔助之互動式教
室，配合普物教學現代化及多元化之需求。並在課堂上引入利用手機網路現
代設備的互動雲端 apps 程式，活化教學並加強學生參與度。
C.建置物理雲端教室：建置雲端教學平台，提供不只是普通物理，還包括進階
課程的雲端教學內容。這裡所用的建置原則是實用，且以學生需求為中心。
D.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能量，邀請世界頂尖學校國際
級優秀學者短期訪問及聘請國際知名學者開設專業課程，例如與永續能源與
奈米科技中心合邀日本 RIKEN (Institut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 6
位學者於暑假開設微學分課程: 量子奈米光電元件課程。預計在「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厚實特色學院研究計劃的長期支持下，常態性地開設此優質課
程，並促進雙方教授與學生互訪與合作。
3.學術交流
開發東南亞與印度高教市場，發展建立東南亞與印度區域合作夥伴。
四、預期效益
(一)「科學教育中心」成立之效益
316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1.未來科學教育中心將整合各項科學領域之知識，針對不同階段之學生及教師設計
適合的科學實驗，除引起學生對於科學的興趣，也培育科學師資。
2.積極爭取研究計畫經費，使本校在科學教育品質向上提升讓科普教育推廣更有績
效，進而在校譽的提升與未來招生都將有正向的影響。
(二)除培養更多有興趣科學教育人才外，本院各領域依其特性預期效益如下:
1.化學領域
(1)教師皆具備完整化學養成經歷，學術專長皆能符合其開設課程需求，在教學負
擔、教學品質與指導學生上之人力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新聘師資除符合開設
課程之需求外，也帶來豐富之研究能量，穩定而有益於未來發展。
(2)期待畢業生能達到具良好的國際觀、深植綠色化學觀念，以及從事化學相關產
業之就業比例大幅增加。
2.數學領域
(1)除為工業及應用數學界培養具有良好數理能力的人才外，並訓練具有決策分
析能力、實際分析統計資料的能力及能為業界培養理論與應用能力兼備之人
才。另以計算科學組、分析組及統計組橫向整合為基礎，強化與校內其他相關
系所之跨領域研究發展。
(2)配合科學教育中心，集合相關科系教學、師資及儀器設備等研究資源，理論與
應用並重，供師生進行整合性教學研究。
3.物理領域
(1)提供本校現代化科技輔助之互動式普通物理教學設施、專業教學實驗室及課
程，學生將具備程式能力與實作能力，有助於培養研發及就業能力；增加外籍
生及外籍博士後研究人員，提升國際能見度與研發能量，也同時增加系上同學
出國交流機會。
(2)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並提高優秀學生的就讀意願；配合理學院成立的科學教育
中心，加強內部對教學的研發及對外部爭取相關計畫，更將物理領域扎根工作
拓展到高中及國中。
4.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領域
(1)目前本院系已與多家公司如采威國際資訊、六書堂數位學習、亦思科技、啟德
電子、双邦實業、橙的電子、大江生醫、國光生技、康呈生醫、堂庭檢驗、車
王電、億鈦科技、寶成股份有限公司、資策會、工研院、興大校辦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等企業建立合作關係，將進一步深化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幫助學生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能夠即時地理解產業界的需求，發展相對應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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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職涯競爭力。將雲端運算、綠能運算、資通安全與大數據分析與智慧型系
統成為教學與研究的重點特色；未來跨校、跨領域、產學合作與國際合作的計
畫數與成果將持續增加。
(2)培養畢業生為理解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相關，軟硬體的理論，並且藉由和產業
界合作，讓學生畢業即就業，能勝任國內外此類的工作。學生畢業後所能從事
的產業類別十分多元，可以投身產業界、學術界、研究機構或出國深造，產業
界舉凡電腦、手機、網路通訊、數位內容、無線通訊等科技產業到近年財務金
融業、各企業的資訊安全防護皆需要了解資安及數據分析專業內涵的人員投入
工作。
(3)大數據博士學位學程在探討如何將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技術應用於老人照護系
統以及個人健康管理系統，協助台灣在國民健康管理等預防醫療上建立一個典
範。
(4)培養博士生建立信號處理之關鍵技術之研發與實作，同時藉由參與本計畫的廠
商之聘用能無縫接軌就業，並減少兩造磨合時間，加快產品開發與技術精進，
全面提升博士人才在產業研發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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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學院
一、單位現況
(一) 沿革與成立宗旨
本學院前於民國 50 年 7 月，在本校前「省立農學院」與前「省立法商學院」合併
成立「省立中興大學」時，同時成立理工學院；於民國 77 年 8 月本校理、工學院
分別獨立成立「工學院」
；於 107 年 8 月起電機工程學系、光電工程研究所、通訊
工程研究所與理學院資訊工程學系合併成立「電機資訊學院」
。各系所及附屬單位
成立時間如下：
1. 民國 50 年成立土木工程學系。
2. 民國 53 年成立機械工程學系。
3. 民國 59 年成立機械實習工廠。
4. 民國 65 年成立環境工程學系。
5. 民國 81 年成立電機工程學系。
6. 民國 82 年成立化學工程學系。
7. 民國 82 年成立材料工程研究所。
8. 民國 84 年成立工程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9. 民國 87 年成立精密工程研究所。
10. 民國 89 年成立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1. 民國 95 年成立光電工程研究所。
12. 民國 95 年成立通訊工程研究所。
13. 民國 96 年成立生醫工程研究所。
14. 民國 105 年成立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15. 民國 108 年成立智慧微創器械中心。
16. 民國 108 年成立無人載具研究中心。
17. 民國 108 年成立智慧封裝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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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各系所以教學與研究並重：教學方面採理論與實務相互配合，並以培育人才、
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為方針；研究方面則以創造提昇學術工程科技水準，
促進產業技術發展，建立與中部科學園區及中台灣產業研發合作為宗旨。院內的
重點發展科技分成可增加產值的智慧機械、奈米與特殊物化材料、高分子工程、
生醫工程等高科技工程，以及可減少損失的防災暨減振科技與環境保育等工程技
術。本院各系所之教學研究圖書與儀器相當齊全且不斷更新，學生表現卓越，院
內更推動執行多項跨跨校暨系所的教育改進計畫。本院教師致力於研究發展，成
果卓越且已獲國內外學術界肯定；至 104 學年度止有七位教授榮獲科技部傑出研
究獎，每年平均每位教師發表 3.01 篇 SCI 及 EI 級論文，每年獲得研究及建教合作
經費補助超過參億元。
(二) 組織架構
工學院現有土木、機械、環工、化工、材料五個學系，精密工程、、生醫工程二
個研究所以及機械實習工廠、工程科技研發中心、金屬研發中心、智慧自動化暨
精密機械研究中心、智慧微創器械中心、無人載具研究中心及、智慧封裝研究中
心七個附屬單位。
108 學年度全院共有專兼任教師 133 位，均具博士學位，編制內職員 7 位、契約
進用職員 17 位，大學部學生約 1,400 位，碩士班研究生約 700 位，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約 470 位，博士班研究生約 160 位，共約 2,730 位。
(三) 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1. 機械系系友程泰集團楊德華董事長捐贈「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新建案，目
前辦理工程招標作業，預定於 109 年 10 月底前完工。
2. 教育部核定本院 109 學年度新增生醫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每年招收 3 名學生並
由本院自行調整，惟本院 105 學年度至今招生名額遭扣減達 24 名，亟待本校
支援。
(四) 特色與展望
本院各系所均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工程教育及科技教育認證(EAC)，IEET
為「華盛頓協定」（Washington Accord，WA）正式會員（Signatory）；本院透過
WA 各系所畢業生學歷被國際承認、畢業生申請國外專業工程師執照（Professional
Engineer，PE）及國內技師可申請亞太工程師專業執照（APEC Engineer）。

二、發展重點
本院之教育目標為培育具工程專業、整合及創新能力、國際視野之先進工程科技
人才，以促進產業發展、增進人類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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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工程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創新與整合及溝通表達、團
隊合作等能力。畢業生應用核心知能應具備之基本素養：一般科學精神、國際視野及
人文關懷。
本院各系所依教育目標以教學與研究並重：教學方面採理論與實務相互配合，並
以培育人才、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為方針；研究方面則以創造提昇學術工程科
技水準促進產業技術發展，配合國家工業 4.0 發展方案政策，發展關鍵技術，引領產
業轉型增加產業價值鏈，促進國際化發展並增進學生國際視野，提升本院之國際學術
地位。
為落實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本院與中部地區產業界進行多項產學合作計畫以促進
在地之連結，期許擔任「中部地區工程龍頭大學」的角色，投入學術能量深耕在地，
促進區域發展，創造區域價值，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各單位發展重點分述如下：
(一)成立「工學院智慧創意學士學位學程」
工學院配合「智慧創新跨領域教學計畫」
，規劃於 110 學年度成立「工學院智慧創
意學士學位學程」，教學內容及方式採取創意設計實作、跨領域專業課程、PBL 教
學、產學合作、國際交換、專題競賽…等創新跨領域教學模式。目標在提升學生
之學習成效，擴展其國際視野，且增進工程技術知識，更符合產業之需求。經由
提供課程之修習，讓學生吸收先進的工程技術及創意知識，學習跨領域技術、團
隊合作與增進研發策略思考，培育成為未來服務產業機構內具備高度國際視野之
智慧創意人才。
(二)土木領域
1.持續工程教育認證，促進教學品質與終身學習觀念。
2.加強與產業界互動與增進工程實務課程，厚植學生就業能力。
3.強化防災科技研究及教育。
4.推動電腦科技於土木工程應用研究與教學。
(三)機械領域
1.發展精密機械與智慧自動化技術及其應用：基於中部地區為全台機械產業重
鎮，長期與鄰近區域之機械產業合作，特別是精密機械以及工業 4.0 之智慧自動
化技術之研發及其應用。
2.持續培育精密機械高階人才，養成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工程師：本系長期與中台
灣精密機械產業合作，培育產業所需之高階人才。
(四)環工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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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改進教學品質：為未來發展可與國際接軌，提升整體競爭力，吸引更多優
秀學生入學，增加畢業生就業發展之機會，自民國 96 年 1 月向中華工程教育
學會提出「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申請，已於 97 年 4 月迄今獲得中華工程學
會之工程教育之認證。將持續針對工程教育之理念改進教學方式，充實教學設
備，以期達成教育目標。
2. 加強學生與業界的互動及合作：持續拓展學生的實習參訪機會，以及建教合作
的推廣，讓學生能夠在做中學，以期許畢業生皆能符合未來工作環境之需求，
並推廣國際化之研究合作。
3. 透過產學合作案及提供獎學金以鼓勵學生發展，產學合作方面如：近 3 年內執
行建教合作計畫約 130 多餘件，總經費約 1 億 367 萬元，提供學生研究上之經
費，及研究與產業界應用結合；藉由系友們於 103 年成立之社團法人環工系系
所友會之運作及連結，系友積極協助本系學生從培育乃至就業所需之幫助。畢
業系友擔任多項重要職務例如北至基隆、新北市、新竹、南至臺南等縣市擔任
環保局長、或大型環保公司，如瑞昶、美商艾奕康、大陸水工、富立業、台境、
仲禹等公司董事長職務，都具優秀之表現。
4. 發展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研究與教學：配合後頂尖大學之發展，著力於應用奈
米技術與生物科技之結合，期許在未來多變且複雜的環境下能成為必然的趨
勢。其相關課程的擬定，研究設備的發展也將成為未來的重點。持續推動教學
改善精進，將專業學習規劃為六大領域，分別為空氣資源管理、水資源永續利
用、再生資源與能源、土壤與地下水資源、環境管理與檢測技術、綠色能源與
科技。
5. 跨領域及整合應用的發展：環境工程係一跨領域的學門，新的環境問題需要新
的課程設計與研究開發。顧將規劃對於專業學習之六大領域方向聘請學術及產
業界之專精教師，結合並擴展既有之研究與教學基礎，以因應時代快速變遷。
(五)化工領域
配合研究教學趨勢及產業需求導向為目標，除重視基礎化學工程知識外，並強調
尖端材料與精密製程、生醫與生化工程及高分子與奈米科技之研發與應用，以達
成符合現代化的化學工程學系。
(六)材料領域
1. 材料製程發展：尖端材料製程開發及精進傳統材料製造及應用技術，包含奈米
技術、微機電、電漿製程、厚膜、薄膜、金屬新素材開發、金屬加工及熱處理、
合金冶鍊技術、表面工程技術和材料接合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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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材料開發：針對具有特殊物理與化學特性之材料為教學與研究之重點。包
含奈米材料、光電材料、感測材料、生醫材料、資訊材料、能源材料、高溫材
料、輕量化航太材料、耐磨耗材料及低熱膨脹係數材料等。
(七)精密工程領域
1. 研究範圍融合機械工程、光學工程、電子工程、電機工程、材料工程、精密製
造、精密量測、精密檢測、計算物理等科技領域，主要目的為培養具研發新型
之製造技術、元件與系統之人才。
2. 目前積極拓展半導體及精密加工技術、光催化反應技術、光學設計技術、微機
電系統、固態照明系統、微奈米製程、薄膜太陽能電池、超音波系統設計、微
組裝系統、第一原理計算、材料基因技術等相關研究主題。
(八)醫工領域
1. 教育部核定生醫工程博士班於 109 學年度開始招生，將以中部地區醫療院所臨
床醫護人員(醫生、護士、放射師、醫檢師等)為招生對象，增加本校生醫工程
之研究能量與跨領域合作。
2. 規劃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簽訂雙聯學位合作，提供學生在專業領域的養成及培
養國際觀。
3. 預計與更多東南亞國家多所大學接觸交流，與本校簽訂更多的雙聯學位合作、
工程學術交流備忘錄，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到醫工所就讀碩、博班，增加雙邊老
師研究合作的機會。
4. 醫工所與新成立的微創中心互相合作，爭取更多資源。
(九)研究中心發展
1. 機械實習工廠
實習工廠主要業務以提供工學院學生實習課程為主，並提供機械設備給本校教
職員生使用，以利從事專題之製作及研究工作，並規劃成為全校師生的創業基
地，提供軟、硬體服務諮詢。
未來除持續改進教學空間及設備外，也積極結合業界與校友的力量，正計畫於
機械實習工廠原址改建為「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作為中部地區智慧機械
產業共同研發之平台，以培育優秀工程人才，促成中興大學與產業界緊密結
合，提昇中興大學在智慧機械領域之競爭力。
2. 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1) 定期舉辦「工學院重點科技論壇」
，配合行政院 5+2 產業創新（智慧機械、亞
洲矽谷、綠能科技、生技醫療、國防、新農業、循環經濟）與教育部補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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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研發計畫，邀請產官學專家學者參與論壇，拓展師生產學視野並促進
院內系所教師之產學交流與合作。
(2) 加速推動與中部科學園區廠商、台中工業區財團法人之交流合作及各項人才
培育計畫，促進院內系所教師之產學交流與合作。
(3) 協助本院與大專校院、高中職校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協助支援本院及各系所
執行相關業務，推廣院內教師研究成果，發展國際交流，提昇本院各系所在國
內外之學術聲望與知名度。
(4) 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108 課綱)的課程發展主軸－自
107 學年度起協助興大附中開設「工程科技與生活」課程，促進高中生提早接
觸工程學門。
3. 金屬研發中心
金屬研發中心核心技術目標是開發出無機廢棄脫硫渣之回爐再利用技術。提供
業者研究開發、檢驗分析、技術諮詢、人才培育等四大功能，研究開發內含新
產品開發與製程改善，而人才培育則包括新血培養與在職訓練。
4. 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發展重點以成為台灣智慧機械與製造技術的
跨領域創新技術與人才培育中心為目的，整合大台中地區的產學研人才與自我
創新技術，建構具有深度與厚度的基礎科研及創新技術與人才之供應鏈，協助
台灣精密機械產業轉型為高值化機械技術與產品的供應者。
中心技術研究發展聚焦在機電整合技術、光學影像技術、先進感測器技術、精
密機械技術、數位網路技術、人工智慧、智慧機器人、物聯網、大數據、CPS
虛實整合系統、智慧自動化科技等。
發展目標大致分為建構特色卓越研究中心、產學合作推動、國際合作與人才培
育等四個項目。
5. 智慧微創器械中心
本院為提升微創科技研究發展與應用，落實醫材產業技術生根政策設立「智慧
微創器械中心」，設立宗旨與目的：
(1) 整合本院各系所領域研發相關的教師及研究人員，並增進本校教師與醫院、
業界廠商產學合作之機會，協助產業界應用與創新研發科技。
(2) 結合中興大學與醫療體系雙邊教學與實習(臨床)的資源。
(3) 培養招募相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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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育跨領域的研究團隊，並結合不同專長的學者，以激發創新技術的研發。
(5) 發展中部地區生醫\微創領域基礎中心。
6. 無人載具研究中心。
本院為提升國內無人載具相關技術，並向產業界推廣無人載具科技之應用，推
動無人載具技術之學術與產業結合，增進產學合作機會，提升國內無人載具科
技研究研發潛能，設置無人載具研究中心。
7. 智慧封裝研究中心。
本院為因應可攜式與穿戴式微電子產業的發展，落實微型化與多樣化的智慧型
封裝技術，並基於培育人才及技術發展之需要，設立智慧封裝研究中心。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依據本院「內部、外部」條件與「正面、負面」因素，將採取四種發展策略：
策略一：善用優勢(Strength)
工學院未來將善用本校交通便利、氣候宜人及鄰近中部科學園區、精密機械
園區等優勢。
策略二：改善劣勢(Weakness)
改善外界對中興大學之既有觀感，減少地方政府及民眾之相對疏離感、增加
教學研究空間及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策略三：保握機會(Opportunity)
把握國家發展工業 4.0 發展方案之機會，搭配本院已開設各項跨領域學程，
針對關鍵領域培育學生具備防災、環境保育及污染防治、綠色科技、製造工
程、機光電系統整合、醫學工程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及永
續環境等跨領域能力。
策略四：克服威脅(Threat)
克服少子化對碩、博士生招生之衝擊，研究經費取得日益艱難及教師退休潮
因應等。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 強化本院各系所專業領域之「亮點」，持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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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工程教育認證，促進教學品質與終身學習觀念、加強與產業界互動與增
進工程實務課程，厚植學生就業能力、強化防災科技研究及教育及推動電腦
科技於土木工程應用研究與教學。
(2) 發展精密機械與智慧自動化技術及其應用，持續培育精密機械高階人才。
(3) 發展奈米技術與生物科技應用於環境工程領域。
(4) 材料製程發展及開發功能材料。
(5) 結合半導體智慧智能感知微型感測元件及精密加工技術。
(6) 開發智慧生物感測系統關鍵技術，形成長距醫療照護平台。
(7) 整合院內跨系所之研究團隊，積極參與校內外之學術研究計畫。
(8) 協調整合跨院、校研究團隊，積極爭取大型尖端研究計畫。
2. 深化與鄰近產業聚落之合作互動，落實工學院在地化
(1) 積極參與鄰近產業聚落(中科、精密機械園區、台中工業區、潭子工業區等)相
關活動。
(2) 配合產業需求，規劃跨系所之專業特色課程。
(3) 籌組產學研究團隊，爭取參與鄰近產業共同技術研發專案。
(4) 爭取鄰近之產業至本校設立共同研發實驗室。
(5) 定期邀請鄰近產業聚落之業界經營者或專家蒞院與本院師生進行經驗交流。
3. 持續執行與推動「綠色科技學程」及「工學院重點科技論壇」
同時將論壇議題延伸至各類新興產業等相關領域。
4. 國際交流與合作
(1) 促進本院本院師生與姊妹校國際合作交流，深耕東南亞及大陸高等教育，積
極招攬國際學生鼓勵來院就讀碩、博士學位，並補助獎助金。配合新南向政
策與馬來西亞工藝大學、越南胡志明市國際大學、越南胡志明市自然科學大
學、越南胡志明市理工大學等各校簽署 3+1+1 合作等相關合作協議，培養未
來碩、博士班人才。
(2) 強化美國、日本、捷克、大陸、香港、澳洲及印尼代表性大學或學術機構之
學術交流與合作，簽署學術交流協定(MOU)、雙聯學制合作計畫以及到姐妹
校實習交流計畫，增加師生與國際互動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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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持續推動與美國德拉瓦大學、凱斯西儲大學、韋恩州立大學、日本豐田工
業大學、捷克科技大學、澳洲迪肯大學簽署雙邊合作系所雙聯學制。
B. 規劃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簽署院級交換協議、與澳洲迪肯大學、法國奧爾良
理工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暑期實習交流計畫。
C. 因應國際航空運輸飛行員的需求預估未來 20 年將大增，本院規劃與美國猶
他州立大學農業暨應用科學學院合作成立飛航訓練學程，以培育優秀飛行
員人才。
D. 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理化學研究所(RIKEN) 及印尼迪波內戈羅大學簽
訂合作備忘錄(MOU)。
(3) 每年開辦夏日大學課程(Summer School)，邀請國際一流學府教授於暑期到校授
與學分課程，提供學生與國外教授上課的體驗。
(4) 辦理 Summer Program 活動，廣邀姐妹校工學院外籍生到本院系所實驗室交流
學習，為本校學生與姊妹校學生搭起友誼的橋樑，更加鞏固與姊妹校的合作交
流關係，進而吸引姊妹校工學院學生來台參加長期交換計畫或攻讀學位。
5. 行政協調與支援
(1) 持續延攬具潛力之教師並協助新進教師建立其教學研究之基礎。
(2) 妥適規劃應用科技大樓搬遷與管理。
(3) 持續加強深化與成大、中山、中正等台綜大其他工學院之合作。
(4) 整合院內課程、教學、設備資源，建構良好教學環境。
(5) 獎勵教學優良教師。
(6) 鼓勵並協助各系所推動學生暑假實習課程。
(二) 創新規劃方案
1. 招收頂尖優秀潛力學生，邁向國內大學工學院之前段班
(1) 訂定「工學院招生宣導與執行方案」
，建立全院整體之宣傳與招生策略，吸引
優秀學生就讀。
(2) 主動前往全國 47 所策略聯盟高中職宣傳。
(3) 辦理寒假工程營。
(4) 配合學校辦理湖畔音樂季時辦理招生活動。
(5) 鼓勵並協助各系所推動學生暑假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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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課程規劃
落實每位教師每年教授 3 門課程。
3. 規劃開設工程實務整合性頂石(Capstone)課程，培育學生具備跨領域工程知識與
實務技能之專業人才
透過整合性頂石課程整合、收尾、反思、過渡等學生於大學教育最後及最顛峰的
學習階段，使學生能夠統整與深化大學所學，讓學習穩固完成。
(1) 整合：大學學習多為一門門獨立的課程，內容或許過於專精（specialized）與
片段（fragmented）。總整課程提供機會讓學生統整大學所學，讓大學
學習並非只是學分的累積，而是有意義的整體學習經驗。
(2) 收尾：總整課程為大學經驗畫下句點。
(3) 反思：藉由總整大學所學，學生同時也能夠反思學到了什麼？還有哪些不足？
(4) 過渡：學生透過產出成品的方式，讓學習成果具體化，協助學生順利銜接大
學經驗與畢業後生涯，為未來做好準備。
4. 積極爭取中央及地方政府資源，配合行政院於宣布「工業 4.0 發展方案」政策及
臺中市政府「台中產業 4.0 旗艦計畫」
本院與經濟部、工業局、臺中市政府、中科管理局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單位合作
推動業界轉型；協助產品設計、加工/組裝、檢查/測試、包裝/儲運、生產管理
等作業程序中導入智慧化生產製造，使原料、製程及產品管理精確化，同時降低
成本與提升效能，並創造合作機會與拓展資源。
5. 成立「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藉由技術之發展，強化產業價值鏈在智慧製造及智慧產品與服務的能力，藉以提
升研究及服務之能力，透過組織之編制以利相關計畫之推動執行，以及研究成果
之聚集與推展。
中心之發展重點以成為台灣智慧機械與製造技術的創新技術與人才培育中心為
目的，整合大台中大區的產學研資源以成為國際級的智慧機械技術的學術研究機
構及成為台灣智慧機械技術的人才與研發創意搖籃做為未來願景。
6.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
(1) 教學
A.規劃成立「智慧創意學士學位學程」，預計 110 學年度報教育部核定後正式
招生。學程內容包括人工智慧與創意設計實作，配合院內外跨領域創新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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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PBL 教學、產學合作、國際交換、專題競賽…等，培育學生成為未來服
務產業機構內具備高度國際視野之智慧創意人才。
B.規劃與外文系針對 AI 學位學程新增必修課「基礎科技英文」，搭配博雅課程
(「人文」及「管理」二選一，必修 6 學分)的規劃，加強學生專業英文能力
並培養其適應全球化工作情境之能力。另與管理學院合作開設「工程創意與
設計思考專題」與「創業實務」等課程。
C.爭取交通部委辦「民航駕駛培訓班」，期與國內航空產業密切互動，充份掌
控國外航訓專業動向，培養出優秀民航機師及航空業界人才。由於本校姊妹
校猶他州立大學亦設有航空學校，未來之民航培訓計畫亦規劃能與猶他州立
大學進一步合作，將培訓學員送往該校進行實機飛行訓練。預計採三階段進
行，包括民航機師培訓班(短期)，建立學分學程，並將部分訓練挪至學校縮
短訓練時數(中期)，以及整合各項資源成立民航學院或飛行系(長期)。
本院於 108 年 7 月前往猶他州立大學訪問工學院、農業暨應用科學學院及國
際處，了解運作方式及未來與本校合作的可能。猶他州立大學為美國極負盛
名之飛行學校，本院未來將規劃簽署民航機師雙聯學士學位學程及工學院雙
聯博士學程。
(2) 國際交流
A.碩士雙聯：
各系所與美國辛辛那堤大學簽訂碩士雙聯學位，辛辛那堤大學承認本校五門
課，學生僅需前往辛辛那堤大學再修習五門課(約一學期)，其中一門實習課
可在國內進行，學費共約 9,000 美元，預計每年有五位學生前往就讀。本院
醫工所於 107 年和越南胡志明市國立理科大學簽訂碩士雙聯(108 學年度第
二學期起，該校將有學生前來本校就讀醫工所碩士班)，並持續規畫與越南、
馬來西亞其他學校合作。機械系規劃與日本東京理科大學簽訂雙聯碩士學程
(已通過雙邊系務會議)。
B.博士雙聯：
與澳州迪肯大學簽訂雙聯博士學位(108 年 9 月)，博士生前往迪肯大學就讀
繳交中興大學學費，迪肯大學提供每年 10,000 澳幣之生活費。
C.學術參訪：
108 年 10 月王國禎院長及醫工所教授前往越南胡志明市理科大學參訪並擔
任國際研討會 keynote speaker。
(3)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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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起因應中部產業發展，成立智慧微創器械中心、智慧封裝研究中心及無人
載具研究中心，積極進行產學合作，同時提供學生更多實習與就業資源。
A. 智慧微創器械中心：
醫工所之醫材研究優勢結合院內其他系所的機械電子專長，與秀傳醫療體系
(全亞洲最大之秀傳亞太微創手術中心與 7 間秀傳醫院)合作，設立智慧微創器
械中心，整合資源達到學校與醫院雙贏目標。
本院於今(108)年起參與由秀傳微創醫材超級育成中心統籌辦理之微創醫材創
新研習營 B.E.S.T. (Business Engineering and Surgical Technologies)，連線法國斯
特拉斯堡的 IRCAD 和 IHU 合作提供的網絡和課程，並邀請國外合作單位之
學生來台實習。7 月 10 日至 8 月 3 日舉辦之「跨國 BEST 中法學術交流暨智
慧微創醫材創意競賽」
，共有中、法、越南及馬來西亞等不同國籍學生參賽，
本院學生與 B.E.S.T 醫學生於中興大學進行學術討論競賽，讓法國學生實際參
與比賽及瞭解本院研究方向、成果以及實驗室的研究設備，加強國際學校與本
院之學術合作。
B. 智慧封裝研究中心：
積極接洽中部國際封裝大廠(美光、矽品)，整合院內相關系所(材料、機械、化
工、精密)之研究能量，發展智慧 3D 封裝技術，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C. 無人載具研究中心：
整合土木、機械、精密等系所之研究能量，提供無人載具相關領域專家合作平
台，以共享實驗場所及培育人才師資。
(4) 學生實習與獎學金
A.學生實習：
除了安排業師授課及工廠參訪，近年亦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實習，包括友達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優秀之暑假實習生給予預聘書，保證畢業後錄用。實習學生
人數從 104 年的 3 位增加至 107 年的 16 位。）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與新力旺智慧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等，未來
也將安排至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漢翔公司、國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等，希望藉由產業
實習讓學生學習實務經驗，並將學術理論充分應用於實務上，培養獨立進取態
度，提升生涯競爭力。
本校與友達光電為解決企業人才缺口、縮短學生社會化時間以及實現企業社會
責任，於 107 年 5 月簽訂「GOLF 學用接軌專案計畫校企合作協議」
，以創造
企業與學生雙贏之目標共同推動人才培育方案。目前已累積 130 位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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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 線上專業培訓課程，本校學生得提交履歷參加相關企業之實習培訓方案
甄選，通過實習考核的學生將有機會進入企業就業，或使用實習完訓證書面試
其他工作機會。
B.獎學金：
億豐綜合工業設置「億豐．粘銘獎助學金」提供本院機械系、化工系及電資學
院電機系特殊境遇學生申請，一學期頒發新台幣 10 萬元獎助學金，並獲億豐
優先面試機會。(迄今已捐贈 420 萬元，本院累積已有 38 位學生獲獎。)
程泰集團持續與本院機械系合作辦理「程泰集團精密工具機技術專題競賽」長
達六年，該公司每年補助 200 萬元舉辦上述活動，今(108)年即將邁入第八年。
「美商美光之基金會」及「煦陽温和大地教育基金會」分別於 106 年及 107 年
捐贈新台幣 20 萬元，與本院共同舉辦「工學院專題研究成果競賽」暨「企業
徵才說明會」等活動，希望藉由這些實作競賽培養學生具有系統設計、整合之
能力，更藉同儕之激勵與觀摩學習，提高學生的創新創意。

四、預期效益
(一)提升國際學術地位
促進國際化發展增進國際知名度，提昇 QS 國際排名，吸引更多國際優秀人才本
校服務及優秀學生就讀，提升本院之國際學術地位。
(二)成為中台灣工業 4.0 研發重鎮
配合國家工業 4.0 方案成立「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以發展關鍵技術，
推動本校成為中台灣工業 4.0 研發重鎮，協助提升製造業產值。以工業生產製造
業為例，結合本校精密機械與資通訊技術，提升高值內銷並創造高端外銷，連結
全球市場，提升整體產業國際競爭力，並以智慧自動化為基礎，運用物聯網、智
慧機器人、及巨量資料等技術，以及精實生產管理，引導國內產業生態轉型，推
動智慧製造及智慧服務之聯網服務製造系統，以達成工業 4.0 之願景與目標。
(三)持續工程教育認證，促進教學品質與終身學習觀念
透過持續工程教育認證，學程畢業生為國際認可，能於他國申請專業證照。對學
校系所吸引外籍生、交換生及建立雙聯學位制度建立有利的橋梁。同時，也透過
持續監督學程改進機制的執行成效，協助各系所提昇其教學品質。
(四)邁向國內大學工程學院之前段班
透過延攬具潛力之教師並協助建立教學研究之基礎，並建立全院整體之宣傳與招
生策略，吸引優秀學生就讀，邁向國內大學工程學院之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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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生命科學院
一、單位現況
(一)沿革與成立宗旨
生命科學院於 1994 年成立，以「培養獨立思考且具有生命科學專長之人才」為
宗旨，以「培育兼具國際視野、領導與解決問題能力、跨領域整合與創新能力之
生命科學專業人才」為教育目標，期培養本院學生具備「生命科學領域之專業知
識與技能、獨立思考能力、分析與邏輯能力、溝通能力」等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
(二)組織架構
本院目前(108 學年度)之組織架構，包括一系(生命科學系)、四個研究所(分子生物
學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生物醫學研究所、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二
個博士學位學程(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及一個碩
士在職專班等教學單位；及三個附屬單位 (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全球變遷生
物學研究中心、生醫產業研發中心)。專任教師 61 位、含助教 3 位。學生總數 784
人，含博士生 92 人、碩士生 315 人(含碩專班 53 人)、大學生 377 人。行政職員：
秘書 1 人、技士 3 人、工友 2 人、契用行政職員 10 人(含清潔員)。
(三)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本院以生命科學大樓與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使用之動植物防檢疫大樓七樓
為主要建物，已建置良好管理機制及退離教師繳還空間及設備作業辦法。生科系
另使用舊遺傳中心及週邊溫網室、應用科技大樓第十層樓作為實驗動物中心及頂
樓增建為溫網室空間，生化所使用結構蛋白體中心的部分空間放置貴重儀器，生
醫所部分教師空間係由台中榮總提供。
本院在課程規劃及教學方面，因各系所獨立開課，較缺乏全院的整體規劃，導致
部分課程重疊，造成教學資源浪費。課程與產業需求、學生就業間的連結較弱。
因此，目前正在建構院核心課程，與時俱進，以培育跨領域、能主動學習、具有
競爭力的人才。在師資方面，教師主聘在生科系所，導致教師的教學負荷侷限在
生科系所，未能有效整合全院包括各獨立所的師資，擬透過三個院級研究中心與
兩個博士學位學程合聘教師，依相關專長領域的教師，統整發揮整體力量投入教
學、研究與服務工作。近年來更因少子化及報考人數急降，目前各單位招生呈現
缺額及不均之現象，由於招生名額核定到系所，系所獨立招生，單位間不能流用，
名額使用缺乏彈性，研究生找指導教授也侷限在報考的系所。因此，本院擬除了
積極提升招生、宣傳工作之外，並推動博士班聯合招生窗口，統一報名可選填三
個志願序，使研究生可以較自由選擇全院教師為其指導教授，有效提升招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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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與展望
本院擁有全國數一數二之完整的生命科學教師群，教師研究主題，包括分子生物
學、生物化學、生物醫學、基因體學、蛋白質體學、分子病毒學、植物生理學、
生物技術、結構生物學、功能性生物學、生物多樣性及生物資訊等領域；研究材
料則以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為主，從事各種生命現象之探討。研究成果豐碩，研
究計畫總金額已超過每年二億元，教師於 SCI 期刊發表論文平均篇數高過全校平
均的三倍，居校內各學院之冠。
另外，為配合國家生物科技發展，培育未來 BIO-IT 產業及學術研究單位高階的研
發人才，及培育出下一世代具備有生物醫學及醫學工程等跨領域專業人才，將配
合學校政策推動增設「醫學系」
、
「生醫資訊暨精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期盼能達
成培育高階的研發人才及跨領域的生物醫學資訊專業人士的目標。

二、發展重點
為順應新世紀生物科學的發展趨勢，未來的發展將以打破系所藩籬，規劃全院重
點研究領域，再以重點領域的概念，推動研究、課程教學、師資及招生的整合。
另一發展重點為跨院與跨領域的整合，推動與管理學院合作的「生技產業管理與
創業碩士學分學程」，達到培育跨領域人才的目標。
(一)組織架構：除配合學校政策推動增設「醫學系」外，將增設「生醫資訊暨精準醫
學博士學位學程」，及推動院級研究中心納入組織編制與跨院合作的「生技產業
管理與創業碩士學分學程」
(二)研究
除了繼續提升教師研究能量與績效外，將以本院的三個研究中心-「榮興轉譯醫學
研究中心」、「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及「生醫產業研發中心」發展具特色之
研究。包括：
1.腫瘤免疫學在轉譯醫學與癌症診斷及治療上之應用研究
2.全球變遷對臺灣及印度-西太平洋生態系的影響研究
3.積極爭取生醫相關產學合作計畫，將學術研究之成果產業化及商業化
(三) 持續招募優秀師資並與中部地區各大醫院合聘或專案教師、擴大本院臨床師資之
陣容，以維持全國生命科學領域最完整之師資陣容，規劃多元性、院核心英語授
課之課程，培育跨領域與具競爭力之生命科學人才。
(四)善用現有資源及高教深耕計畫鼓勵及補助師生舉辦國際研討會及參與國際交流活
動，以拓展師生的國際視野。
(五)社會服務
333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目前全球環境日益惡化，環保議題為大眾所矚目，本院編制單位「全球變遷生物
學研究中心」
，將加強生態多樣性、生態保育等議題之關懷，相關教師所專長之領
域，也將介紹給學生與民眾，相關議題之意見，也將提供給媒體大眾與政府機構
決策之參考。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組織架構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本院二大具有特色的研究中心「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與「全球變遷生物學
研究中心」已運作多年，績效卓著，通過外部評鑑，並經 105 學年院務會議及
106 年研發會議與 107 年度校務會議提案通過，正式納入組織編制，另於 107
年度新設「生醫產業研發中心」
，推展全院研發成果的產業化進程，有助於學院
朝長期深耕的目標發展。
2.創新規劃方案
(1)增設「生醫資訊暨精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係針對未來精準醫學時代的來臨，
透過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主要師資專長，運用個人化基因資訊的疾病治
療，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並提高治療效益，並培育生醫資訊與精準醫學之專業
人才，有助於生技產業和學術方面的發展。
(2)配合學校政策推動增設「醫學系」，其規劃係以全人醫療公費醫學生之醫學全
科訓練為主，以符合在偏鄉服務之所需。其配合國家政策及社會需求之必要性
理由如下：
A.符合偏遠鄉鎮/離島地區之高齡照護與全人醫學照護之需求
B.配合國家長期健康照護(長照)之政策
C.契合衛福部住院醫師工時縮短之規劃
D.填補國內五大科別住院醫師之短缺
E.發揮中興大學優勢，培育醫術醫德兼備的優秀醫師
(二)研究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教師以現有之研究基礎，針對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生物醫學、動植物生理
學、發育生物學、生物資訊學及生態演化學等研究方向與主題持績精進、深入
研究。
2.創新規劃方案
(1)腫瘤免疫學在轉譯醫學與癌症診斷及治療上之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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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發展策略
以「癌細胞與免疫細胞交互作用的阻斷分子或試劑開發」
、
「以基因體及免疫
相關分子為基礎的個人化醫療評估」及「癌症分子疫苗的開發」等研究主題
為發展重點。
B.執行方式
以「轉譯醫學研究中心」現有之中興大學、台中榮總、童綜合醫院、台中國
軍總醫院等的研究團隊約 50 人之成員為主，依專長分成研究領域包括免疫
發炎研究組、癌症研究組、微生物暨傳染病組、再生醫學組、精神及神經醫
學組、生物醫學資訊及量化影像醫學組、體學於生物醫學之運用組、代謝及
血管生物醫學組共八組，共同規劃研究主題，共同申請計畫及執行。
(2)全球變遷對臺灣及印度-西太平洋生態系的影響研究
A.發展策略
a.建立氣候變遷影響之臺灣在地的生物多樣性與生態資源之基礎數據。
b.蒐集及整合長期生態背景資料，建立氣候變遷與各種生態系影響的直接與
間接的因果關係。
c.探討地區性的人為活動對生態系的影響。
d.參與國際性的跨尺度對生態系的影響研究。
B.執行方式
a.以「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為基地，整合本校及國內、外大專院校、
研究機構現有生物多樣性相關研究的人力及資源，建立有系統且長期的基
礎科學研究團隊，爭取相關領域主導地位。
b.強化與國內、外相關組織機構及研究者之合作。
c.積極參與政府立法與決策過程，提高「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在相關
領域的決策影響力。
d.主動提出永續發展的創新解決方案，提供與生物多樣性、生態及全球變遷
有關的諮詢服務。
e.結合生物標本、生物和生態資料庫等資訊，與國內、外師資，規劃並開設
與全球變遷生物學相關之課程。教學對象擴及於各級學校及社會大眾，以
提昇本中心之社會影響力。
(3)積極爭取生醫產業之產學合作計畫，將學術研究之成果產業化及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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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發展策略
聯合醫院臨床研究與生醫產業擴大與下列主題相關之研究。
a.疫苗開發、微生物菌劑、功能性肽胜等
b.酵素工程與應用、幹細胞培養與醫療應用等
c.基因檢測、診斷試劑研發等
d.醫學大數據分析、精準醫學、癌症治療等
e.基因體學、蛋白質體學、代謝體學、表觀體學等
B.執行方式
a. 以「生醫產業研發中心」為窗口，整合全院研發能量，提出產學合作計畫，
進行臨床測試及商業化測試，協助研發團隊的創新創業之萌芽輔導，達到
產業化的目標。
b.新式疫苗開發方面：包括「建構高表現效率之桿狀病毒載體及研發豬生殖
與呼吸症候群病毒 (PRRSV)及豬 PCV2 之基因重組桿狀病毒次單位疫
苗之研發」，研發高表現效率之桿狀病毒載體 (已取得專利)可提升病毒蛋
白 2-3 倍產量。 研發豬生殖與呼吸症候群病毒(PRRSV)及豬 PCV2 之基
因重組桿狀病毒次單位疫苗應用於此兩種重要豬疾病之防疫。與廠商合作
進行產業化。
c.酵素工程與應用方面：包括「研發及生產可耐高溫之脂肪酶」
，作為豬及禽
飼料添加酵素，可提升飼料換肉率及使毛色較具光澤。目前國際上可耐高
溫之脂肪酶產品較少。小豬因缺脂肪酶，需添加可耐高溫之脂肪酶，才能
有效消化脂肪。將與廠商在南部豬場進行產業化及商業化測試，產品以大
陸市場為主。
d.診斷試劑研發方面：包括「人類結核分枝桿菌 MPT64 抗原快篩試劑 (ICT)
之開發與應用」: 使結核病臨床檢體抗酸性染色陽性之純培養檢體得以快
速檢測，並可確定是否為結核分枝桿菌陽性，以達到快速篩檢、早期投藥
及正確治療的效益。將與南科亞洲基因科技公司進行臨床測試，未來以亞
洲市場為商業化之主要目標。
e. 幹細胞培養與醫療應用方面: 開發通用幹細胞培養基，有助於各式胚胎幹
細胞、成體間葉幹細胞、或誘導型幹細胞的體外培養與分化，建立幹細胞
治療的細胞與動物模式，與醫學中心合作進行臨床試驗，透過成立新創團
隊的輔導，提升師生創新創業的能量。
(三)課程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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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104 學年度：A.規劃大學部、研究所的重點領域(組別)，B.規劃院核心課程，領
域核心課程、領域選修課程，C.依據規劃課程，重新規劃配置授課師資，D.研
商本院教師教學門檻及內控機制。
(2)105 學年度：由校課程委員會通過本院核心課程，領域核心課程及選修課程。
(3)106 學年度：A.配合 106 學年度博士班新生入學，執行研究所層級的院核心課
程，領域核心課程、領域選修課程，B.配合 106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入學，執行
大學部層級的院核心課程、領域核心課程、領域選修課程。
(4)106 與 107 學年度：與管理學院合作，開設「生技產業管理暨創業碩士學分學
程」
，提供碩、博士生及生技產業管理與生技創新創業的訓練。
2.創新規劃方案
透過「整合式創新行動學習方案」教學創新計畫執行：
(1)建構「模式生物教學研究平台」
。
(2)提升教學品質及強化創新教學、。
(3)培養學生問題解決及基本核心能力。
(4)鼓勵師生參與及主辦國際會議。
(四)師資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積極爭取國內外優秀人才成為本院講座、客座、兼任及合聘師資，並持續爭取
校級競爭型教師員額。
2.創新規劃方案
透過本院三個特色研究中心、二個博士學位學程及院碩士專班，依領域及教學
需求合聘師資，加以編組整編強化全院師資在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之全方位
整合。
(五)招生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針對中部地區之各高中，積極從事宣傳及推廣服務。
(2)彈性使用招生名額，重點領域間可相互流用。
(3)配合本校政策加強對東南亞學生(特別是僑生)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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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透過與大陸姐妹校簽署合作協議，爭取優秀陸生來院就讀。
2.創新規劃方案
(1)訂定全院碩、博士班統一招生作業準則，聯合招生並增加選填志願序。
(2)各獨立研究所調整相關課程，便於預研生修讀及提高其就讀意願。
(3)修正本院獎學金辦法，以提高學生就讀意願。
(六)國際化
1.擴增全英文授課課程，擴大接納外籍生。
(1) Microbial Genetics (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 Prof. Simon Silver 來院授課)
(2) Chromatin (邀請美國普渡大學楊哲彥助教授和張君如副教授來院授課)
(3) Life Science & Energy (由本院生命科學系教師共同開授)
(4) Epigenetics (由本院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教師共同開授)
(5) Research Article Writing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分生所教師開授)
(6) Current Topics in Chromatin(I)/(II) (由本院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教師開授)
(7) Scientific Writing in English (由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教師共同開授)
(8) Medical Biotechnology(II) (由本院生物醫學研究所教師共同開授)
(9) Genomic Informatics: Principle and Experiment (由本院基資所教師開授)
(10) Tumor Biology (由本院生科系/生醫所/國際訪問學者共同開授)
2.持續拓展與頂尖國際校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及建立實質合作研究團隊。
(1)建立與美國華盛頓大學粒線體暨代謝研究中心之雙邊全面性合作關係。共同探
討癌細胞的能量代謝與粒線體功能。推動研究生實驗室交換、共組研究團隊、
共同發表論文。
(2)建立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古生物演化研究中心的雙邊合作團隊。共同探討現生
動物胚胎發育及骨骼生長與古生物演化之關聯性。推動雙邊研究人員互訪、共
同發表高影響係數的論文。
(3)建立與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發育生物學研究中心之雙邊合作團隊。針對鳥禽
遺傳資源及羽毛幹細胞發育之研究主題，共組研究團隊，推動實質學術交流及
高階人才培育。
3.藉由執行高教深耕厚實學院能量計畫，邀訪國際知名學者來院交流講學，積極爭
取舉辦國際會議，開創本院在國際上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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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辦 2019 年第十六屆台灣質譜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日本學者 Totaro IMASAKA 教授以雷射離子化的質譜儀對環境與法醫科學

相關之重要性進行專題演講，瑞士學者 Shana J. Sturla 教授演講如何以抗癌
藥物與 DNA 添加物成為更精準的生物標記物。本會出席人數達 470 位、61 場
演講活動、98 篇壁報發表、12 篇口頭論文報告。帶動台灣的質譜領域研究活
力，推廣台灣在質譜學上的學術與產業貢獻。
(2)主辦 2019 年國際動物生物科技學術研討會。
邀請美國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 Yung-Fu Chang 教授、美國艾默立大學醫學院
Anthony W.S. Chan 教授、菲律賓學者 Augusto E. Serrano 教授以及馬來西亞學
者 Hon Jung Liew 教授進行大會專題演講，另由十多位國內動物生技領域知名
學者發表演說。帶動台灣的動物生技與水產科技的學術研究活力與產業推廣的
貢獻。
(3)強化生物膜蛋白運輸與結構功能之國際學術社群交流與爭取國際合作團隊之
計畫。
於 2018 年 11 月由分生所與生化所共同舉辦「台英國際夥伴關係建立暨交流計
畫-膜蛋白運輸與結構研究國際研討會」
。邀請到多位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
際學者來訪及會議演講，國內亦廣邀到台大、清大、東海大學及中研院等十多
位膜蛋白研究專家的與會，建立台英與台日雙邊的國際合作夥伴關係。
(4)舉辦北美生技人才交流研討會及輔導 iGEM 基因工程國際競賽團隊。
本院於 2018 年 12 月在生命科學大演講廳首次舉辦「2018 BioGroup Symposium
生技人才交流論壇」，邀請 26 位北美生技菁英、1 位日本學者、1 位法國學者
進行演講交流，共吸引 200 多位師生參與，交流熱絡場面盛大，為生命科學領
域重要年度盛事。另外，組成 iGEM 基因工程國際競賽團隊參與美國波士頓麻
省理工學院的國際競賽，榮獲金牌，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年輕生技人才。未
來將持續推動此項生技菁英人才交流與競賽培訓工作。
(七)社會服務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生科系多樣性學群之教師，長久以來均持續在推廣相關多樣性保育之議題，
除了本身專業領域之研究發表以外，相關之研究成果常在報章雜誌等相關媒
體，同時也將研究之內容以科普形式介紹給社會大眾。
(2)本院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及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對於社會關心之環
保議題與醫療健康問題，可提供專業之建議給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作為決
策單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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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新規劃方案
(1)鼓勵生科系多樣性學群教師，與包括外院、外校之相關教師合作，以不同角
度探討相關之多樣性與環保議題，給予學生多方面之跨領域思考。
(2)盡可能以本身獨特專業之領域為主，舉辦研習營，除了訓練本院有興趣的學
生成為種子成員之外，也可讓更多校內外學生、社會人士得以實際的參與。

四、預期效益
(一)組織架構面
1.「生醫資訊暨精準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之設立，可培育重要生醫資訊與精準醫
學人才，並配合政府推動五加二產業與學術領域之發展。
2.配合學校政策推動「醫學系」之設立，可培育改善偏鄉醫療、長期照護、急重
症醫學的專業人才。
3.研究中心納入院組織編制，可以強化院的研究特色，爭取更多校外研究資源，
有助於提升院的研發能量與對社會的貢獻度。
(二)研究面
1.提升教師研究能量與績效，發表高品質的研究論文。
2.提升本院「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之研發成果並貢獻於臨床醫學領域。
3.提高本院「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之研究動能，對政府在生態相關領域決
策的影響力及對社會大眾在生態認知的影響力。
4.提升本院「生醫產業研發中心」之功能，促進與生醫產業之產學合作計畫，擴
大研究能量及達到學術研究成果產業化與創新創業的目標。
(三)課程教學面
1.提升教學品質。
2.提升教學資源的利用。
3.促進跨領域學習。
4.提升學生競爭力。
5.教師依專長教學、避免課程重疊與浮濫。
6.訂定本院教學門檻及內控機制，鬆綁基本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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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面
1.整合院內師資，依重點領域形成教學及研究團隊。
2.透過院員額管理小組之管控，教師聘任以全院之發展策略為為考量。
(五)招生面
1.爭取全院招生名額的彈性運用。
2.增加學生找指導教授的選擇。
3.全院聯合形象宣傳，強化研究所的招生號召力。
4.「醫學系」之設立，可以增進學生就業競爭力，吸引同學就讀，提升本校的招
生及錄取分數，增加本校的知名度。
(六)國際化
1.與美國華盛頓大學粒線體暨代謝研究中心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2.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古生物演化研究中心建立雙邊合作研究團隊。
3.與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發育生物學研究中心建立實質的學術合作與發表。
4.延攬國際頂尖學者擔任講座或擔任專任師資，提升本院國際化學術聲望。
(七)社會服務
1.教育社會大眾正確之多樣性和環保知識，共同為環境生態盡一份心力。
2.增加中興大學師生在相關多樣性和環保領域之發言權，甚至主導權。
3.鼓勵本院學生參與多樣性與環保領域，未來可在不同領域發揮影響力。
4.多樣性與環保領域將可成為中興生科院在教學、研究、社會服務上之特色。
5.推展研發成果之技轉與授權，落實產業化發展與師生的創新創業培育，擴大本
院的社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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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獸醫學院
一、單位現況
(一)沿革與成立宗旨
本院於民國 88 年 8 月 1 日奉教育部核准成立，為全國首創且組織最完整之獸
醫學院。本院的前身可追朔至民國 47 年成立畜牧獸醫學系(二年後改為畜牧系)，
民國 59 年恢復畜牧獸醫學系並分為畜牧組、獸醫組，民國 63 年正式分獸醫學系及
畜牧學系二系招生，69 年為臨床教學需要成立家畜醫院，83 學年度成立獸醫微生
物學研究所，84 年家畜醫院更名為獸醫教學醫院，87 學年度成立獸醫病理學研究
所，92 學年度分別成立獸醫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及動物疾病診斷中心，97 學年獸醫
病理學研究所更名為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98 學年度獸醫微生物學研究所及獸
醫公共衛生學研究所整併為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本院以培養具誠樸精勤精神之動物臨床醫學、動物預防醫學、動物基礎醫學
人才為目標。本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為具動物醫學專業知識、動物醫學研
究創新能力、動物醫學中英文獻閱讀及思辨能力及動物醫學專業知識自我學習能
力。
(二)組織架構
目前計有獸醫學系、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獸病所)及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
究所(微衛所)三個教學研究單位，與獸醫教學醫院及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二個附屬單位。
本院各系所現編制專任師資員額 53 人。目前計有大學部學生約 420 人、研究
生碩士班約 120 人、博士班約 60 人。職員編制 7 人（含獸醫教學醫院公職獸醫
師編制 4 人）
。附屬獸醫教學醫院單位含公職獸醫師 4 位及 50 位約聘獸醫師及助
理共 54 位、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職員共 6 位。
(三)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1.本院師資齊備與研究表現傑出，雖可提供優質的教學與研究環境，但面臨國內普
遍的少子化問題，為最大招生挑戰。
2.因應國際標準需求，可能邁入六年制獸醫教育的實行，必修及選修課程的調整，
學生的實習空間，老師的教學負擔，都必須充分規劃檢討，研究所的招生亦將受
影響，因此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未來發展將著重專業領域的菁英教育，並支援
獸醫教育的病理教學及經濟動物生產醫學的教育，微衛所以傳染病學與公衛學研
究為主軸，需考量現今學子關心的就業市場，配合設定調整研究發展方向與授課
內容，以因應實際需求、突破未來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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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院教師人數充足且多以共用實驗室方式進行教學研究，獸醫教學醫院每年需容
納大學部五年級學生實習約 70-80 人，再加上臨床組碩士班學生及本醫院老師、
醫師、及同仁，空間嚴重不足，宜擴充硬體建設，以免影響教學與研究成果。
4.需面對國內其他頂尖大學的招生競爭，學生仍以學校聲望為主要考量。
5.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設有病理診斷檢驗科、微生物檢驗科、分子生物學檢驗科、血
清學檢驗科及藥物毒理檢驗科等五科，除配合獸醫學院學生實習教學外，主要服
務對象涵括建教合作廠商、牧場、公立私學術機構、學校及一般民眾。為擴展教
學、學生學習及服務平台，新增小動物外科病理檢驗業務、伴侶動物微生物檢驗、
自體免疫學、觀賞鳥病毒學、犬貓病原分子生物學及肉品檢測需求，主動對外開
拓各項業務，未來宜再廣為宣導，以因應市場之需求。
6.近年來政府各部會，如農委會補助計畫，因政府預算財源逐年縮減，其能支應動
物疾病診斷中心的經費，亦逐年減少。此外，產業景氣不確定因素增生，多少連
帶影響私人公司或牧場與本中心簽訂長期合作的意願，若此現象持續發展，將限
縮本中心可發揮的功能，不利業務之推展。
(四)特色與展望
教學方面大學部以臨床教學為導向，以配合現代社會發展需求，著重學生對伴侶動
物、經濟動物的醫療能力訓練，同時也加強人畜共通疾病、分子生物及實驗動物領
域之研究，而本院鼓勵教師組合成教學研究群，由具相關專長的老師共組課程教學
群，共同分擔所有必修課程的教學任務，各研究所的老師也參與獸醫系必修課程的
授課，藉此形成多個授課團隊並可進行合作交流計劃，同時持續強化各附屬單位之
功能，獸醫教學醫院及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之運作與全院師生緊密配合，使教學研究
更為完善，提升國內動物醫療與研究之實力，以達國際水準。本院並配合｢高教深
耕計畫｣之經費補助及執行，強化國際交流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二、發展重點
(一)因應獸醫教育符合國際需求推動課程教學改革，強化國際交流
本院獸醫系之教育目標乃在培育優秀的專業臨床獸醫師，近年來應屆畢業生之獸
醫師執照通過率皆為四校第一。然而，目前臺灣已有亞洲大學學士後獸醫系成立
招生，由於地緣關係及其雄厚財力，預期對本校衝擊較其他三校大，因此，不論
在課程重新規劃、解決實習空間及專業獸醫師資來源等皆為迫切需面對之問題。
強化國際交流方面，本院之具體做法及成果為:
1. 與國際標竿學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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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校務基金及高教深耕計畫之相關經費補助及執行下，積極與國際標竿學
校頂尖獸醫學院之加州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CD)及美國
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 TAMU)進行學術互訪與交流。
a. 邀請短期訪問學者
在相關經費補助下，UCD 之人畜共通傳染病學教授 Prof. Bruno B. Chomel
與 TAMU 之流行病學教授 Prof. Christine Budke 已至興大獸醫學院擔任短期
訪問學者並開設相關領域課程進行授課，使本院師生接受國際一流之教學內
容。未來亦將持續以此方式進行，使學院特定專業課程國際化。
b.師生短期國際研究合作交流
藉由教師及學生短期研究的方式赴兩校進行國際研究合作，與研究資料討論
分享以找出可進一步進行合作之方向。
c. 促進獸醫臨床教學醫院國際實習機會
藉由獸醫教學醫院的實習場所合作進行學生實習交換，使我院獸醫學生得以
於國際頂尖大學之獸醫教學醫院拓展臨床學習之國際視野。目前已有兩名學
生於 108 年暑假期間赴 TAMU 完成相關小動物臨床實習，收穫良多。
d.創新教學方式學習
108 年度本院教師赴 TAMU 於特定科目實行創新教學方式交流，希望未來
能將相關教學方法用於本院之教學方法與設備之創新改善。
e. 其他發展主軸
UCD 的部分，將持續於該學院節肢動物傳染病等領域繼續與該院之重點教
師進行合作，以利發表具影響力之國際期刊論文，並且 108 年度中亦有數
位教師至 UCD 進行傳染病學領域之研究交流與國際研討會參與。未來亦將
會以相同之方式，持續於學生臨床實習交流、國際短期訪問學者授課、重
點研究主題之師生短期研究室交流與創新教學法等方向積極推動，使本院
更臻國際化之一流發展。
2. 以傳染病學等特定領域為主軸開拓與亞洲及歐洲知名學術單位合作
國際交流部分，未來也不僅限於美國之獸醫標竿學校。本院會繼續保持現有與
日本與泰國等亞洲知名獸醫學院進行交流，由於近年來新興動物傳染病與人畜
共通傳染病等環伺亞洲地區國家，我院教師在積極與相關學校互訪交流後，未
來將以傳染病學研究為主軸，推動相關國際合作研究之進行，不單可提昇我院
此領域教師之研究發表於期刊之國際能見度，並站在傳染病防疫無國界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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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提供區域聯防，共同為傳染病防治做出努力。
a. 開拓與亞洲知名大學等學術機構國際合作
108 年度並由學術互訪之交流過程，除原有密切合作的姐妹校外，將拓展與
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及東京農
工大學(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等新合作對象，於傳
染病學研究領域進行國際合作。
b. 開拓與歐洲知名大學等學術機構國際合作
歐洲的部分，也另開拓新的獸醫合作學校，里昂大學獸醫學院為法國唯一
受美國獸醫學會(AVMA)認證之獸醫學院，本院未來將以馬病、小動物臨床
實習與研究、傳染病學研究為主軸，與該院積極進行國際交流合作。本院
107 年度已邀請里昂大學的馬病中心主任蒞本院開設馬病學短期課程，藉由
此次馬病專業課程開設，法國里昂第一大學獸醫學院對本校獸醫學院之專
業及學生的優異表現非常肯定，將開放該院馬病中心提供給本校學生前往
實習(108 年度已有兩位獸醫系學生前往完成約一個月的實習)，兩院並成功
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並將以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為主題深化兩院間之
學術合作交流。
3. 以教育部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加強本院學生國際視野
為加強獸醫系學生國際視野並參與國際交流，本系每年寒暑假固定與日本、泰
國、馬來西亞等知名獸醫學院進行交換計畫，每年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及新南
向學海築夢計畫，爭取充足經費，補助雙邊交換實習活動費用，並成立每年例
行的經費補助，讓獸醫系學生有更多機會獲得國外實習經驗，為獸醫系學生校
外學習領域開拓新的局面。

項目

量化成效

質化成效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日本

22/19

19/13

18/11

20/11

18/12

泰國

9/2

10/5

11/9

22/11

15/13

13/1

0/4

6/7

5/6

20/6

0/0

2/0

2/0

2/1

2/2

0/0

0/0

0/0

0/0

2/0

1/0

0/0

0/0

1/0

1/0

1/0

2/0

1/0

1/0

0/0

南非

0/0

0/0

0/0

1/0

0/0

蒙古

0/0

0/0

0/0

0/0

1/0

本 系 學 生 前 中國
往 各 國 實 習 馬來西亞
學生國際交流人次 人次/外國學 比利時
生 來 台 實 習 紐澳
人次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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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生前 德國
往各國實習 印尼
學生國際交流人次 人次/外國學
生來台實習 總計
人次
日本
教育部學海築 泰國
夢經費補助 南非
(元)
比利時
總計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0

50/22

33/22
38/27

52/32

59/33

262,652 117,000 60,000 116,804 104,000
187,151 234,000 120,000 571,200 440,000
-

-

-

103,580

-

-

-

-

-

208,000

449,803 280,800 180,000 791,584 752,000

4. 舉辦國際交流研習營以營造獸醫系國際化學習環境
a. 舉辦國際交流研習營之方式
當今在國際交流頻繁的此時，外來的動物物種或者是新興的疾病皆可經由不
同的方式進入台灣，專業獸醫師僅會醫療台灣物種的疾病不足以具有國際防
疫觀，故本系常年舉辦國際交流計畫，邀請國外姐妹校師生至本系交流實
習，藉由本系學生與姊妹校師生互動的機會，了解自身的優勢及不足，並達
到國際間疫病發生及處置的經驗傳承。本系每年於暑假期間舉辦兩梯次的國
際交流研習，包括泰國、馬來西亞、日本、大陸等優秀獸醫系學生，本系安
排七月的四週主要為東南亞國家交流，八月份二週主要為日本及大陸短期交
換，由老師分工負責課程及實習的訓練。本院獸醫學系國際研習營不僅能圓
滿成功舉辦，頗獲師生好評，更重要的是營造本系國際化的氣氛，讓學生感
受到本系發展願景追求國際化的目的。
b.合作之亞洲重點學校
本系過去10年來，每年暑假期間都有國際師生來中興獸醫交流，總計有來自
日本獸醫暨生命科學大學、日本鹿兒島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日本山口大學、
日本大學 、日本北海道大學、日本麻布大學、中國浙江大學、中國華中農
業大學生、中國四川農業大學、中國浙江大學，中國南京農業大學，泰國
Mahidol大學、泰國Kasetsart大學、泰國Chulalongkorn大學、泰國孔敬大學、
馬來西亞Putra大學、及印尼Airlangga 大學師生，於交流期間，同時鼓勵本
系參與國際交流的學生一同參與所有課程及協助照顧其日常生活，藉此讓本
系學生了解不同國家風俗習慣及教學研究狀況，透過此機制使本系師生可依
互惠原則前往姊妹校進修訪問，及增加本校在國際名校間的知名度，成為國
際學生前來就讀碩博士課程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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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興建現代化的獸醫教學醫院，建立完整分科制度，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與完善
的學生實習空間
醫院目前執行業務人員包括獸醫學系教師 12 人、公務獸醫師 4 人(1 人增補中)、契
約獸醫師 40 人(含主治醫師 1 人、總醫師 9 人、住院醫師 21 人及實習醫師 9 人)、
寵物照顧員 1 人、業務行政人員 16 人及工讀生數名(8 至 10 名不等)。有鑑於社會
少子化後對伴侶動物依賴，民眾對於伴侶動物醫療的要求無論在質或量的方面皆
與日俱增，使得獸醫教學醫院的業務逐年增加。因應此趨勢，近年來本院分科愈
趨專業，如 2015 年新設立之臨床腫瘤科及 2017 年新成立之心眼科。此外，本醫
院診療空間早已呈現不足，且獸醫系學生人數亦較以前增加，六年制後實習課程
又可能加倍，學生診療實習空間將更顯得擁擠，因此空間不足是亟需解決之問題，
教學醫院的擴建已勢在必行，獸醫教學醫院擬結合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於原址重
建「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
(三)創造特色化的發展，規劃學群之設立並創立研究中心
1. 本院特色發展之雙聯學位
本院更獨步全台與美國獸醫學院名校之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及 Iowa State
University 及簽訂獸醫雙聯學位，於此雙聯學位制度下，美國學生取得學士後獸
醫學位平均須八年，臺灣學生有機會以七年時間取得兩校獸醫學位，與兩國獸
醫師考照資格。目前亞洲地區僅中興大學同時與兩所美國獸醫名校簽訂雙聯學
位。在 Iowa State University 方面，更另外簽訂臨床碩士雙聯學位，大四獸醫系
學生於申請通過順利銜接下可以 2 至 3 年的時間攻讀獸醫臨床碩士，相較於現
有的教育制度，學生可於更短的時間同時取得臺灣獸醫學士與美國碩士學位。
目前於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獸醫學院的雙聯學位制度施行至今，已有四位本
校獸醫系同學以優異成績進入該校之獸醫學院就讀。而 Iowa State University 方
面則有兩位同學順利進入臨床碩士之雙聯學位攻讀。
2. 規劃專業發展方向彼此配合發展獸醫專業領域
本院師資之教學與研究涵蓋三大專業方向，包括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預防醫
學，教師專業領域齊備。然而各方向看似獨立，卻可於獸醫學院中達到相輔相
成的效果。有鑒於現今動物傳染病與人畜共通傳染病環伺，威脅動物與人類健
康，研究已不宜單打獨鬥。我們認為基礎醫學可提供特色化之獸醫專業研究，
並結合臨床提供之服務，提供預防醫學之研究與應用，此三大專業之結合應用
將可更有效率的增進人類與動物健康福祉。
(四)提升社會貢獻度，協助政府防疫工作，提供中部地區最完善的經濟動物醫療及推
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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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的功能對動物醫療與健康具有絕對的重要性外，近年來由於新興人畜共通疾病
的發生，獸醫在人類健康維護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動物與人類之醫療與防疫，已
經更加無可區別。本院擬於｢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之興
建後，未來得以提供硬體空間外並積極培養防疫、公共衛生、經濟動物生產醫學人
才。
本院為國內首創且組織完整的獸醫學院，地處台灣中間區域，地理位置適中，南北
往返便利，並與亞洲各國姊妹校交流頻繁，許多外籍學生慕名而來，建立國際中心
可擴大國際影響力。
(五)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提升本院對在地區域或社會之貢獻。
大學將社會責任列為校務發展重要項目已是全球趨勢，教育部為強化大專校院與區
域連結及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自 106
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並於 107 年連結「高教深耕計畫」
，引導大學師
生組成跨領域團隊，主動發掘在地需求，透過人文關懷協助城鄉永續發展，並帶動
當地企業及社區文化的創新發展，凝聚在地認同。本院就獸醫專業領域，已推動實
踐大學社會責任工作，包括中部偏鄉地區流浪動物減量與動物福利宣傳工作，並於
校內並開設多個動物福利相關通識課程等，積極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大學社
會責任的實踐。

三、發展策略與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提升社會貢獻度
1.持續協助重大防疫工作
(1)積極主動參與衛生福利部、農業委員會各相關部門專業諮詢委員工作。
(2)主動積極爭取政府計畫，強化執行畜禽水產動物疾病防治檢測計畫，作為防
疫體系預警及防火牆。
(3)配合動物醫學中心研究提升防檢疫水平，強化防疫功能。
(4)強化產業界與診斷中心合作模式：提供完整病理學診斷、微生物及分子生物
檢驗服務，彙整病例診檢結果，據此解析產業界存在的風險，並提供最適切
改善措施。
(5)強化動物疾病之疫病診斷技術專業獸醫人才之培育；與縣市防治所合作，提
供獎學金，加強獸醫學院學生之專業能力。
2.擴大檢測服務及推廣教育
(1)生技產品及藥物毒理學評估之應用：提供研發過程中必要的支援，成為生技
產業基磐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產品安全性評估可藉由臨床前試驗之各種
毒理試驗，包括基因毒理及動物毒理試驗，促進國內生技產品及藥物產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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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2)獸醫學生的實務教學及獸醫師的持續教育：中心有豐富的組織切片資料庫及
建教合作案穩定的病例來源，提供獸醫學院學生完善的實習環境，經由病例
檢測方法、實體解剖、切片判讀及病例診斷等系列性實作技巧訓練。另辦理
各項獸醫的持續教育課程，以提升畢業後之執業獸醫師的專業知識，讓中心
的教學功能充分發揮。
(3)研析食品安全及肉品衛生檢測技術：畜產品衛生、畜牧廢棄物公害防治與再
生利用及畜產品微生物檢測、藥物殘留與毒物檢驗分析方面需求重要，同時
也提供食品、藥物臨床前基因及動物試驗，協助新產品及藥物開發上市之毒
理資料等服務。
(二)創新規劃方案
1.課程改進
(1)課程改革
A.調整正課與實習結構，加入第六年校外實習課程─包括動物醫院、大經濟動
物牧場、政府防檢疫機關、醫藥民間相關企業、國外姐妹校。
B.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獸醫教育核心課程指導方針改革課程內容，以達成
OIE Day One Competence 要求為目標。
C.鼓勵教師開發問題導向學習課程(problem-based learning)，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教學改進
A.邀請國外專業師資來台擔任客座教授。
B.臨床師資之資格審核鬆綁，吸引優秀業界臨床師資。
C.以教師專長建立學群，並以學群聯合授課，打破系所教師共同授課藩籬。
(3)加強國際合作
A.更新設計暑期交換課程，吸引國外姐妹校來院交流。
B.依姊妹校合作內容，規劃支援符合專業訓練需求之校外實習場所。
C.推動與外國 DVM 雙學位之合作，提升本院對國內優質學生吸引力。
(4)強化系友會功能
A.加強與系友之聯繫，建立班級聯絡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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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協助建置系友會專屬網頁，提供實習就職相關資訊平台。
2.興建現代化獸醫教學醫院
(1)獸醫教學醫院重建：獸醫教學醫院擬結合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於原址重建「國
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
。
(2)建立完整的分科制度：
A.一般內科。
B.一般外科。
C.臨床腫瘤科。
D.心臟科及眼科。
E.大動物科及經濟動物科。
F.野生動物科。
G.檢驗科。
H.住院科。
I.影像診斷科。
J.感染科。
K.麻醉暨重症加護科。
L.藥劑科。
M.總務科。
(3)全院 e 化：包含病歷管理伺服器資料架構重新設置、檢驗結果傳輸 e 化，推行
行動門診 APP，節省飼主等待時間並提供便利之醫療訊息。
(4)血庫及組織庫系統之建立及 e 化。
(5)聘任專科醫師及業界專案教師，執行醫療業務並擔任獸醫學系學生專業正課
與實習課程教師。訂定住院醫師訓練計畫，落實住院醫師分科考評制度。持
續推動辦理獸醫繼續教育及推廣進修教育課程。
3.特色化發展
本院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教師主要以重大動物性傳染病之研究為主，並
因應近年來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流行進行相關研究。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教師提供專業之病理學判讀、診斷學研究與毒理學之動物模式分析，而該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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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具開發上游生技產品，中游產品功能分析及安全性評估能力，並有執行下
游田間及動物試驗之實務與經驗，有利於生技產品之開發與推動。本院師資教
學與研究涵蓋三大專業方向，包括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預防醫學，在此三大
專業方向為引領下，本院將各教師之教學與研究專長區分為十大學群如下：
(1)小動物臨床醫學(Companion animal clinical medicine)
(2)大動物臨床醫學(Large animal clinical medicine)
(3)基礎醫學(Basic science)
(4)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
(5)寵物疾病診斷(Companion animal disease diagnosis)
(6)經濟動物疾病診斷(Economic animal disease diagnosis)
(7)野生及水生動物疾病診斷(Aquatic and wildlife animal disease diagnosis)
(8)人畜共通傳染病(Zoonosis)
(9)疫苗研發(Vaccine development)
(10)食品安全及毒藥理(Food safety and toxicology)
彙集各學群，整合發展特色重點如下：
(1)研發天然物之抗病毒與抗菌作用：研發成果可應用於經濟動物飼料中之添加
物以提升動物的免疫能力，或是應用於人類及伴侶動物的保健食品，達到疾
病預防的效果。
(2)研發進出口禽畜及其相關產品之風險評估平台：面臨全球交通便捷化與國際
間貿易談判，進出口農畜產品須有科學性風險評估程序瞭解相關重大傳染病
引進風險，風險評估平台之建立可提供政府單位政策擬定之參考。
(3)小動物臨床醫學
A.針對犬、貓等小型動物進行老年疾病之診斷與治療研究。
B.腫瘤之各類化學治療、腫瘤免疫治療、淋巴癌分類評估與預後。
C.各種動物之各型麻醉止痛藥物與技術的發展與研究。
D.在針對中草藥及針灸治療犬貓各種疾病進行研究。
(4)大動物臨床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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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乳牛肺結核病及台灣羊隻 Q 熱等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防治。
B.馬運動傷害、一般內科疾病以及母馬的人工繁殖。
(5)動物癌症醫學研究中心
A.癌症研究學群結合癌症治療門診，提供重要的癌症研究病材來源。
B.癌症外科手術前/後合併使用各種化學療法或標靶治療之預後分析、新型藥
劑或醫療器材之臨床試驗。
C.宿主先天或後天性免疫反應對腫瘤生成的影響、開發腫瘤免疫製劑或免疫
療法。
D.病毒感染與腫瘤生成的關聯、腫瘤病毒之致癌機轉。
E.找尋腫瘤之生物標誌、開發腫瘤的分子診斷平台。基礎醫學研究學群進行
癌症生物學之基礎研究與致癌病原學之致癌機轉研究；預防醫學中之流行病
學與統計學師資群將提供癌症危險因子探討與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專業協
助，將動物癌症研究推向國際，並可提供人類癌症醫學之比較醫學研究參考。
(6)人畜共通傳染病
A.新興人畜共通病原的致病機轉，流行病學特徵與危險因子研究。
B.比較醫學之脊椎動物與非脊椎動物模式之建立。
C.研發重大動物性傳染病與人畜共通疾病快速診斷技術及檢驗試劑：以期提
高 診斷效度並縮短診斷時程，並推廣至田野使用。
D.傳染病學之分子流行病學與危險因子之研究：以瞭解國內重大傳染病之傳
播主要因子，提供防疫策略參考，而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可有助瞭解病原演化
之長期趨勢，將可應用於研發更有效之疫苗。
(7)疫苗研發
A.豬隻疫苗、家禽疫苗、載體疫苗與佐劑之研發並以動物實驗建立不同動物
模 式以測試疫苗效力。
B.疫苗研發與人畜共通傳染病學群合作，研發與改良動物用疫苗及人畜共通
傳染病疫苗：持續研發與改良疫苗，與創新動物細胞素疫苗佐劑之研發。並
積極推動與產業界合作，將相關研究成果產業化。
(8)食品安全及藥毒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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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動物與基因毒理試驗。
B.藥物與食品分析，食品中藥物殘留監測，停藥期之建立與生物相等性試驗。
C.肉品屠宰衛生，病原菌與抗藥性之監測。
D.毒物檢測暨研究中心：面對未來基因改造食品對人類健康可能之威脅，毒
物 與藥理學師資可提供專業諮詢與研究並結合病理學教師提供試驗動物
於暴露相關產品後之病理學變化研究，提供人類食用後之比較醫學參考。
此外，食品添加物未來面對需訂出相關之每日容許攝食量，需由動物試驗
安全及藥毒理學學群之配合學院中風險評估專長教師，協助政府擬定風險
政策管理之參考。
E.研析農產食品安全之動物測試平台及肉品衛生檢測技術：保障農產食品及
肉品食用安全性。
F.開展農產食品毒理及肉品微生物檢測專門技術領域：強化農產食品及肉品
安全評估判斷標準，供消費者及研究者對農產食品及肉品應用，並提供政
府管理政策之參考。
4.提升社會貢獻度
(1)發展完整動物醫療體系：建立從小動物、野生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等
領域的教學及醫療的人才，也造就了中興大學獸醫學院的許多特色醫療服
務，小動物分科門診、野生動物門診、草食動物診療、水產動物診療、禽病
診療、豬病診療、馬病診療等，超越國內其他獸醫學校。
(2)本院以獸醫專業持續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工作，例如包括偏鄉地區流浪動
物減量與動物福利宣傳工作，慢慢擴及中部偏鄉地區(包括台中、彰化、南投、
苗栗等)犬貓絕育降低流浪動物數量，並積極宣導動物福祉，提升民眾正確的
觀念。此外，持續推動動物福利相關通識課程普及至一般民眾，並協助擴大
中部地區公私立流浪動物收容所犬貓後送醫療。
5.招生策略
(1)鼓勵本所教師至各大學相關科系演講，吸引外校優秀學生報考研究所。主動
前往全國各地區前三志願高中宣傳。
(2)辦理寒假獸醫營。
(3)配合學校湖畔音樂會辦理招生活動。
(4)鼓勵並推動學生寒暑假實習課程，規畫多元學術交流管道，與中研院、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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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實驗室及國外姐妹校合作實驗室建立學術交流管道，讓學生能延續學術
研究的動能，以吸引學生就讀。
(5)香港、馬來西亞教育展及高中說明會。
(6)製作招生宣傳影片，放置網頁公開宣傳，貼近年輕學子。
(7)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與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策略聯盟聯合招生，讓
學生能多元選擇指導老師，並展現所與所之間的跨實驗室合作模式，以研究
團隊吸引學生就讀。
(8)營建產業與學術整合的研究學習環境，讓學生看到未來產業的需求，以學以
致用來吸引學生就讀。
(9)本院研究所老師積極參與獸醫學院大學部相關課程授課，使獸醫系學生提早
瞭解研究所特色、社會貢獻與頂尖研究，吸引優秀獸醫系學生就讀。
(10)提供大學部學生至研究所各教師研究室參與研究之機會與提供工讀金，使
大學部優秀學生早期熟悉研究工作。
(11)邀請本院傑出畢業校友回校演講，分享實務就業成果與經驗，吸引學生報考。
6.建立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
建設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規劃獸醫臨床、教學、
研究與實習功能之空間，建築現代化之獸醫教學醫院，同時增加臺灣獸醫臨床
教育之國際競爭力，並提供相關空間培訓禽病、豬病、牛病、魚病及新興與再
現傳染病疫情研究及防治人才，將國際獸醫防疫人才的培訓功能結合醫院臨床
專業訓練的優質環境，以培養多方位、全專長領域之學生。

四、預期效益
(一)教學改進
1.配合國際標準需求可能邁入六年制獸醫教育的實行、課程精簡增加學生臨床實
習時數。重新檢視本院課程與實習結構，達到 OIE Day One Competence 目標。
2.優秀臨床教師的延攬，提升獸醫教學研究及醫療服務的品質。在國外專業師資
擔任客座教授與業界臨床師資支援下，增加本院老師研究、學術交流之機會。
(二)改善(興建現代化)獸醫教學醫院醫療環境，並配合國際獸醫防疫人才之培育工作
擬興建｢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培育獸醫專業人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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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際需求：
1.提升教學、基礎實習及臨床實習空間，改善獸醫教學醫院醫療環境。
2.提升防疫專業，減低疫情損失，降低人畜共通疾病對人類健康的威脅。
3.增加國內防疫、公共衛生、經濟動物獸醫專業人才。
4.新增與東南亞國家學生、教師在防檢疫之定期交流。
5.符合國際認證之需求。
(三)特色化發展
1.提升獸醫學院專業地位
獸醫學院教師於過去在國內與國際學術研究中，皆有相當獨特與重要的研究成
果發表。未來亦將以國際標竿學校之獸醫學院(如:德州農工大學及加州大學戴
維斯分校)為目標，繼續支持相關獨特研究領域之發展。提升國立中興大學與獸
醫學院於國內與國際之專業地位。
2.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與動物傳染病之專業人才培育
獸醫學院中針對人畜共通傳染病及動物傳染病為重點研究發展，期許對國內防
疫、傳染病基礎與流行病學研究及疫苗研發之人才教育，做出具體貢獻。
3.加速產官學合作
獸醫學院教師具開發上游生技產品，中游產品功能分析及安全性評估能力，並
有執行下游田間及動物試驗之實務與經驗，有利於生技產品之開發與推動，具
體成果藉由已架設好研發技轉及國際行銷之平台及良好之產學合作模式，除國
內行銷外，並透過國際化，有助於動物生技產業之發展及校譽之提升。教師中
亦有與德國 Bayer、台糖畜殖事業部及許多國外藥廠之台灣公司、民間畜殖場、
台美檢驗科技中心、食品工業發展中心、生物技術中心、民間生物科技公司等
有建教合作或相關合作計畫推動中。在既有之基礎上及在人力許可下，未來可
更進一步與生技產業與畜牧產業加強合作，以推動獸醫學院整體之研究動力，
並與產業相結合。教師積極以擔任諮詢委員方式，協助政府相關單位的傳染病
相關防疫工作之推動與進行。與中央與地方防疫單位合作，辦理獸醫公共衛生
與人畜共通疾病的教育訓練工作。
(四)提升社會貢獻度
1.協助新產品及藥物開發上市，促進國內生技產品及藥物產業之發展，並強化本
校獸醫學院的專業地位與社會貢獻。
2.以實務學習疫病來源、病因診斷與發展脈絡及正確的防疫觀念，加強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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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專業能力。整合師資教學與研究資源，並依學群師資專長對外進行專業
諮詢與臨床服務。亦可強化「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之發展。
3.辦理獸醫的持續教育，可提升畢業後之執業獸醫師的專業知識與對執業的正向
認知與態度，培養獸醫師對持續自我成長之要求。
4.小動物醫院繼續教育－推廣進修（大陸開班）
，可增加與對岸交流的空間和動
能，擴展獸醫領域的實質影響力。
5.配合相關計畫之執行，推動 USR 偏鄉地區流浪動物減量與動物福利等計畫，鼓
勵教師帶領學生實際參與獸醫相關重大社會議題之解決，帶動學生充分運用所
學關懷社會，致力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使本院成為地方永續發展的積極參與貢
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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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管理學院
一、單位現況
(一)沿革與成立宗旨
管理學院前身為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係因應本校原法商學院併入國立臺北大學
之同時，於 2000 年 2 月成立，課程規劃以培養具前瞻性與宏觀氣度之財經法政管
理人才為目標。2011 年 8 月再獲教育部核定分院並更名為「管理學院」。
(二)組織架構
管理學院發展至今，已有五個系（所）
、二個獨立研究所、一個高階經理人碩士在
職專班、一個學士學位學程、四個附屬單位，以及四個院級實驗室。
1.系所、學位學程
包括財務金融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企業管理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
行銷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管理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會計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科技管理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電子商務碩士班、博士班）
、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班（含兩岸台商
組、越南台商組、企業管理組、財務金融組、會計與管理決策組、行銷組、科
技創新與健康管理組、企業領袖組）、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創新
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等系所、班、學程。
2.院級研究中心
包括產業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數據分析與科技研究中心、電子商務暨知識經濟
研究中心、磐石產學研究中心等四個附屬單位，以推動本院學術研究與產學合
作之任務。
3.院級實驗室
包括前瞻無所不在商務實驗室、行銷實驗室、電子商務實驗室、模擬交易實驗
室，提供相關課程使用，藉由實作將所學之理論與實務結合。
本院現有專任教師 80 人，學生人數共 2,042 人（學士班 1,022 人，碩士班 420 人，
博士班 91 人，進修部學士學位學程 168 人，碩士在職專班 341 人）
，生師比為
25.53：1。
(三)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近年來，本院在歷任院長領導與全院師生、校友共同努力經營下，不斷茁壯成長，
整體績效卓著，2014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 QS 學科排名，本校會計與財經領域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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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前二百大。2016 年《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畢業生在財經/商
管類表現躍升全國第四，顯見本院獲各界高度肯定，也為本院永續發展打下深厚
的基礎。然而，對於因應面對少子化、老年化及國際化等高等教育共通困境，本
院持續爭取博士班員額、善用國際商管組織交流平台、提高年輕學子就業率及降
低產學落差。
(四)特色與展望
為因應高等教育及本院困境與挑戰，本院將持續累積教學、研究能量與產業人脈，
依據校、院願景及教育目標，同時衡酌校院優勢及內外環境，將聚焦於培養具理
論與實務兼備專業、資訊科技、跨領域創新整合、英語溝通表達、宏觀及國際視
野、與自主學習等全方位能力之數位商管跨領域人才為重點，同時結合區域產業
平台，強化學用合一產業實務人才培育，並引導學生深入社區，發覺社會議題，
進一步透過團隊合作探討解決策略，而形成本院特色，並積極推動各項跨領域合
作，朝向國內一流與全球化的管理學院願景而努力。

二、發展重點
基於本校「具有特色的研究型綜合大學」之定位及「培育兼具人文與科學素養、
溝通與創新能力、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之菁英人才」教育目標，延續 2009 年本院制
定以「成為台灣管理學術、教學與產業研究的領導者，發展區域產學重鎮，躋身國際
一流商管學院。」為願景（Vision），努力推動「精進教學品質，致力學術創新，深耕
產學合作，創造社會價值，營造有效的知識交流平台。」，本院將以培養具理論與實
務兼備專業、資訊科技、跨領域創新整合、英語溝通表達、宏觀及國際視野、自主學
習及關懷社會等能力之商管跨領域數位整合人才為發展重點，同時以強化產學合一人
才培育為使命。
(一)願景
成為台灣管理學術、教學與產業研究的領導者，發展區域產學重鎮，躋身國際一
流商管學院。
(二)使命
精進教學品質，致力學術創新，深耕產學合作，營造有效的知識交流平台。
(三)教育目標
1.學士班：培養學生成為具全方位管理知識、國際觀、企業倫理以及團隊合作的
專業精英。
2.碩士班：培養學生成為具有批判思考能力、全球視野、社會責任感、創新與領
導以及自主解決問題能力的專業經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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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士班：培養學生成為能以科學方法定義問題、推演假說與實證分析，並能鑽
研理論與創新知識的專業菁英。
在此發展主軸下，同時衡酌校院優勢及內外環境，本院聚焦下列發展重點並形成本院
特色：
(一)推動在地知識、理論研究，連結跨國跨域合作：致力於學術創新，透過跨國與跨
域的合作模式，吸取全球化經驗與趨勢，並反思在地的理論與觀點，進而擴大創
意與學術研究的邊際效益。
(二)發展特色教學與落實教學創新，改善教學品質、提升學習成效、提高自主學習、
培養科技整合能力、培養創新創意能力，推動具特色之多元招生策略。
(三)學用合一，建構產官學合作交流平台，整合產業實習、服務學習與自主學習機制。
(四)積極推動國際認證與國際接軌，進行標竿學習。
(五)強化教學研究支援與行政革新。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本院之發展除了配合本校整體發展賡續改善、落實、精進與彰顯現有特色之外，針對
本院願景與任務之實現，擬訂下列行動策略：
(一)推動在地知識、理論研究，連結跨國跨域合作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延攬並培育優秀人才，厚植學術研究能量：透過各項學術活動參與、跨校聯盟
等，增加本院曝光度，提升競爭力。
(2)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工作，補助優秀教師出國研修，精進學術能力，提升發表論
文的質量。
(3)強化各研究中心、專業實驗室的功能，含 4 個院級中心(產業發展研究中心、金
融數據分析與科技研究中心、電子商務暨知識經濟研究中心、磐石產學研究中
心)及 4 個院級實驗室(前瞻無所不在商務實驗室、電子商務實驗室、模擬交易
實驗室、行銷實驗室)等，擴大應用及參與，以發揮綜效。
2.創新規劃方案
(1)積極研究、發展具在地特色的卓越知識，促進產業新知交流，對社會與區域經
濟發展有所貢獻，成為中台灣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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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院屬期刊《台灣管理學刊》轉型為特色刊物，每年邀請國內外優秀學者針對
台灣發表的期刊論文特別撰寫台灣研究成果，以期充分發揮為學術交流平台作
用。
(3)建立「台越產官學聯盟」
建立「台越產官學聯盟」
，加強與越南產官學合作，提升本校在越南產官學界
的聲望與地位。本校法政學院正與越南教育部所屬單位「卓越領導管理中心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及越南河內大學合作，
協助越南政府人員開辦公共事務培訓課程。管理學院已與越南土龍木大學、越
南台商總會合作，於越南胡志明市開辦台商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也正與
農學院合作於越南林同省開設農業管理學分學程。整合並拓展此些資源，擬結
合法政學院、越南政府部門、越南台商、越南河內大學、土龍木大學，成立產
官學聯盟，推動以下四個面向工作：
(a)深化台越產官學實質交流，
(b)培育促進台越產官學發展之人才，
(c)推動台越區域及新興研究，
(d)協助台企業越南在地深耕，
未來並將以越南為本校拓展東南亞之基地，藉以提升本校在東南亞產官學界之
聲望與地位。
(二)發展特色教學，深化教學品質改進措施，推動優質具特色教學之多元招生策略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透過國際認證，教學品質標準國際化，品保作業系級化，落實教學品保機制，
提升國際知名度。
(2)以院為核心整合課程，各系相互支援，充分利用教學資源並提升教學品質。同
時，定期檢討、調整院核心課程規定，增加學生跨領域選修。
(3)持續推動教師彈性薪資機制、教學助理機制、薪傳教師典範（菁英講座），創
新課程重構、開創產學綜效、精進教學環境等，增進教師專業能力，精進教學
技能，以提升教學品質。
(4)獎勵研究、教學、服務卓越師生。
(5)持續發展特色教學，延續發展創業學程，舉辦創業競賽，建立推動創業平台。
(6)持續優化教學空間，建置專業個案教室、創業教室，規劃學生公共休憩討論空
間，以精進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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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新規劃方案
(1)鼓勵提供多元教學模式，例如開設「磨課師」課程、翻轉教學、微型/深碗課程、
跨領域課程、總整課程等，落實教學創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整合博士班，規劃開辦 EDBA（在職企管博士，Executive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學程，以優化招生管道。
(3)推動 EMBA 境外專班資源整合，配合境外區域如南向等現階段培養人才的重點
領域，提供客製化的彈性課程設計，擴大招生來源，協助境外教育與人才培育
合作推動。
(4)開發全方位管理人才英語課程，透過特色課程設計，培養學生的領導與團隊合
作能力，並強化國際交流與企業實務接軌，涵育學生全球流通的國際競爭力，
日後成為優秀的全方位管理菁英。
(三)學用合一，建構產學合作知識交流平台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賡續打造在職專班成為企業主的最佳學習平台。
(2)透過本院產學優良師資，輔導企業栽培部門接班人才，培植企業競爭力。
(3)持續推動並擴展產學合作與推廣服務。
(4)延續磐石個案中心發展，積極推行個案教學課程。發展本土化管理個案，增進
理論與實務結合，提升教師的教學能量及學生的學習效果。
2.創新規劃方案
(1)建構磐石產學研究中心成為產、官、學合作的最佳互動平台。透過磐石推動產
學合 作研究計畫，加強研發成果之管理、推廣與運用。整合產、官、學三邊
資源，活絡知識交流平台。
(2)發展中部在地青年培訓輔導與跨領域整合學程，促進在地青年適應未來社會所
需，透過問題導向的學習，作知識的整合及應用，並以實際專案的規劃與執行，
進行創新創業之嘗試。
(3)發展企業實習學程，提供實習管道，拓展學生與產業合作管道，並推動企業導
師制度，增加實務經驗，加速融入職場文化，拓展國際視野，縮短就業磨合期。
(4)建立「中台灣產官學聯盟」：
本院擁有超過 1800 位 EMBA 校友，分散於中台灣近千家具規模企業。台灣中小
企業就業人口佔全國就業人口近 76%的比率，當中約有 25%的中小企業就業人
口，分布在中部地區。中小企業具彈性、靈活，高度興業精神之優勢；然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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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技術層次低、缺乏專業分工、不易掌握經營資源、因以代工為主易受外在因
素影響等問題。中興大學為中部唯一頂尖綜合大學，將透過本院現有磐石產學
研究中心及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結合本校各學院優秀學者及 1800 位 EMBA 校友
之力量，積極運用核心職能，協助中台灣企業，營造永續發展優質環境，以善
盡應有的地方社會責任。本聯盟工作重點：
人才培訓服務：企業人陪訓、創業團隊陪訓、創新創意創業工作坊。
產學合作服務：企業健檢服務、企業轉型輔導、校外企業實習。
企業推廣服務：企業創櫃板登錄推薦、產學實務講座、企業參訪交流。
個案教學推廣：開發中小企業個案，讓產學產生密切關連。
(四)善用國際認證平台與國際接軌，進行標竿學習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善用國際認證平台，進行標竿學習，與國際接軌。
A. 本院已加入 AACSB 國際認證亞太地區會員社群(Regional Community)，並獲該
協會認證通過。本院將密切與該社群會員進行交流，以建立並強化區域網絡。
B. 積極接洽國際頂尖 AACSB 會員學校(如：本校標竿學校德州農工大學、京都大
學等)，加深跨國跨域鏈結，強化國際教研，使本校具有區域競爭能量及影
響力。
(2)擴大招收外籍生，鼓勵國際交換生、陸生來台，增加雙聯學位生名額，提升學
術競爭力。
A. 邀請姊妹校或潛力姐妹校學生，來院參加短期英文課程，借此爭取優秀交換
生。並可創造在地國際體驗的機會，提供本校學生進行跨文化學習環境。
B. 選派本院教師參與海外教育展，積極爭取國際生，並與其他與會學校商討合
作事宜。
(3)提供學生國際化學習環境，並取得海外頂尖大學學位。
A. 強化與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R)、法國諾曼第管理學院(EM Noemandie)、紐約
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韓國校區(SUNY Korea)、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SUNY
Buffalo)雙學位實質合作。
B. 持續推動與法國馬賽商學院(KEDGE)、法國諾歐商學院(NEOMA)、荷蘭海牙應
用科技大學簽署 MOU 合作意向書，並洽談雙聯學位。
C. 邀請海外頂尖大學學者，來院開設短期全英文課程，開放全校學生修習，期
待激發學生跨境、跨域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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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強兩岸學術交流，爭取優秀陸生來校就讀。
本院長期以來，與上海社科院及華東師範大學有密切往來；將繼續加強與兩校
教研交流，並爭取兩校優秀陸生來校就讀。
(5)加強東南亞學術交流，爭取優秀學生來校就讀
本院與越南土龍木大學及河內大學有密切往來；將繼續加強與兩校師生教研交
流，並爭取兩校優秀生來校就讀。
2.創新規劃方案
(1)積極爭取國際傑出教授到校授課/演講，並善用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平台進行
多向交流，建立雙聯學位制，洞悉海外市場，連結海外商管實習管道，邁向全
球化管理人才培育。
(2)強化國際生輔導機制，設置院級外籍生導師，協助外籍生得到更好的照顧，以
建立更好的關懷網絡及支持體系。
(3)透過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平台，積極發展國外官員、學者、專業人士、產業員
工與年輕學生，進行短期交換、研修學分、訓練課程、產業實習/培訓等機制。
(4)積極加入「全球兒童運動健康聯盟」(Active Healthy Kids Global alliance)，並與
澳洲昆士蘭大學健康與行為科學學院(The College of Health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建立合作機制，規劃與開發台灣兒童及青少年
身體活動與健康行為資料庫，進一步提供相關評估策略與方法。
(五)強化行政革新與教學研究之支援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行政充分支援研究與教學，透過相關規章、作業流程的制定、修訂、落實及簡
化，支援教學研究，提高行政效率。
(2)持續強化校友連結，加強校友的連繫以及校友與在校生的互動，凝聚向心力。
2.創新規劃方案
(1)建立本院教師教學、研究、產學、服務等量化及質化之績效指標，作為院內落
實教師評鑑、特聘教授等各項榮譽及獎助申請衡量依據，同時，依本院目標和
績效之間的差距，研擬改進方向及策略。
(2)建立創業募資平台，整合本校資源，協助學生創業。

四、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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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的發展自 2009 年制定本院任務開始，已清楚說明本院發展方向，並作為決策計
畫的基礎。
本院擁有豐富多元的教學與研究資源，業通過 AACSB 國際商管認證，期許打造成
為獨特與優質的商管專業學院。除發展商業管理專業領域知識外，亦積極培育跨領域
專業管理人才，推動在地知識連結與累積，撰寫特色產業個案，提供專業教學使用。
此外，開設並發展多元化專業學程，落實課程教學創新，運用豐沛校友資源，結合國
際平台，以培養全球化商管跨領域科技整合全方位人才。
依據本院任務、中程計畫發展重點、規劃發展策略，同時，透過績效指標之建立，
以及參與 AACSB 的商管學院國際認證過程，以確保教學品質，提升教學、研究及服務，
期達成下列任務及預期目標，成為一國際化優質的商管學院。
(一)學術創新
發展具在地特色的卓越知識，以傳授管理知識服務企業、政府及人民。藉由跨國
與跨域的合作模式，吸取全球化經驗與趨勢，並反思在地的理論與觀點，進而擴
大創新與學術研究的邊際效益。
(二)教學精進
規劃管理專業課程，定期檢視內部與外部回饋意見，適時調整課程架構，以符合
學生與社會需求，培養具國際視野、人文關懷及創新、創業精神的產業專業人士。
(三)產學卓越
推動跨領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結合本校各學院優秀學者與校友、學生的知識整
合，促進產業新知交流。透過與政府相關部門、中部科學園區、商發院、微軟等
合作，接受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案的委託執行、舉辦相關的學術、實務研討會與
展覽會，促進產業新知交流，進一步對社會與區域經濟發展有所貢獻，成為中台
灣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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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法政學院
一、單位現況
本院主要聚焦於法律、政治、教育、公共政策及全球事務的學門領域，相較於其他各
校的「人文社會學院」或「社會科學院」鬆散性，設置「法政學院」更能體現本校學
術研究現況的特殊性與專業性。以下就宗旨、組織、師資和特色等四方面詳細說明本
院的現況如下：
(一)沿革與成立宗旨
本院原隸屬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於 2011 年 8 月 1 日分院成立。
本院的宗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具備專業及跨領域知識、溝通及獨立思考能力，具有
國際觀、社會關懷之法律暨社會科學專業研究及實務人才。
(二)組織架構
1.系所編制
目前本院系所設置包括法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政治研究所（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越南境外專班）
、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含碩士班）等四個系所學程。
2.研究中心
本院下轄「日韓總合研究中心」、「全球和平暨戰略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中
心」、
「台商研究中心」
、
「商情暨民意調查中心」、「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
「教
育科學研究中心」
、「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及「創制複決研究中心」等
九個附屬單位，以作為未來「法政學院」與台灣中部地區、國內及國外的交流平
台，推動在各專業領域的產官學合作，提升本校在相關學術及政策領域的地位。
3.員額結構
本院師資包括 38 名專任師資(計含 16 名教授、15 名副教授、5 名助理教授、2 名
講師)、13 名兼任教師、1 名助教及 10 名職員，尚能滿足本院現有教學上的需求。
博士班學生 30 人、碩士班學生 191 人、學士班學生 156 人、在職專班學生 251
人，總計本院有學生 628 人。
(三)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1.為本院法律學系之完整性，應朝成立博士班方向發展。
2.應增加研究室空間，以利增加聘請訪問學者或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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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院編制以研究所為主，招生將面臨少子化之衝擊。
4.因成立新系所不易，應強化研究中心之輔助性與延伸性功能。
(四)特色與展望
本院的主要特色如下
1.法律研究領域：提供取得國家法律證照、政府公職或企業內法務工作所需之法
律基礎課程；在 既有基礎法學上進行財經法律與科技法律之跨領域高階人才
的培養；著重於國際法、外國法學及比較法學的課程，提升本土與世界接軌之
法律視野，以增廣本系學生的學識與視野。
2.國際關係領域：以「國際政治基礎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安全與戰
略」與「兩岸事務」為四大核心，重視科際整合的研究方法，強調理論與實務
的結合，讓學生接觸多元議題，期能培養全球化潮流下，具備國際視野及競爭
力的人才。
3.公共行政領域：著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透過對政府、企業、社會第三部門的
互動，讓學生對於公共事務的管理與規劃有所認識；融合公共事務的規劃與國
際化全方位的思考角度；培養具備人文社會內涵的公共事務經理人才，以全方
位的視野與思維規劃國家與社會長遠的發展；協助公共事務之規劃研究與提供
政策實務之建議。
4.教育研究領域：培育教師專業發展學術研究人才，使學生具備創造力、批判思
考能力、解決問題、專業倫理、因材施教、全人教育、多元文化和終生學習教
育理的能力；培育教師專業發展實務人才，使學生具備擔任公私立學校教師、
學校主管、教育行政人員或教育相關單位從事專業發展實務之核心能力。

二、發展重點
(一)提升教學品質
本院將透過教育經費的分配，協助各系所改善教學設備，優化教學空間，革新教
學方法，反映教學的意見，即時給予學生回饋，並且提供教師作為改善教學的參
考，以提升本院教師教學的品質。
(二)增進研究成果
本院將透過「發表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及專書」
、
「爭取產學研究計畫」以及「申
請研究論文獎勵」來提升並展現本院的研究能量，並強化在中部地區法律、政治、
教育、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務研究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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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大社會服務
本院將協助各系所學程與各縣市政府合作，建立台灣中部地區、國內及國外的交
流平台，積極推動本院各系所學程專業領域的產官學合作，提供中部地區在職人
員進修之管道，以擴大本院社會服務的成效。
(四)做好學生輔導
本院將藉助導師制度的推動，鼓勵各系所每學期舉辦導生聚會，培養導師與學生
的情誼，安排輔導專業人員座談，增進教師的輔導知能，加強生活、情感、學業
和就業的輔導，以做好學生輔導工作。
(五)加強國際交流
本院將鼓勵各系所學程多多邀請各國學者前來交流演講，或是前往各國大學參
訪，簽訂各項合作協議，加強教師學生的交流，研究計畫的合作，共同指導研究
生，鼓勵學生出國交換和留學，以提升本院國際交流的效果。
(六)增加師生員額
本院將鼓勵各系所逐年向學校提出競爭型員額申請，並且提出學生員額申請，以
增加學生和教師員額數量，充實現有的師資陣容，設立法律系博士班、公共政策
博士班，招收更多學生就讀，使本院日漸成長茁壯。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提升教學品質方面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更新教學設備
利用本院各項經費之分配和補助，協助各系所學程改善電腦資訊桌、單槍投影、
教師桌椅、擴音設備和教學環境。
(2)回饋教學意見
提醒本院教師隨時注意學生反映的教學意見，善用教務處提供的即時回饋系
統，立即回覆學生的疑問，解決學生教學方面的問題。
(3)改善教學活動
勉勵本院教師注意教學評量結果，根據學生反映的意見，作為改善教學活動的
參考，以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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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新規劃方案
(1)參與經驗分享
鼓勵本院教師多參與教學資源發展中心辦理的績優教師經 驗分享活動，吸取教
學績優教師寶貴的經驗，並成立本院教師跨領域社群平台，以精進本院教師的
教學能力。
(2)從事增能活動
鼓勵本院教師踴躍參加教學資源發展中心辦理的各項教學增能活動，革新教學
方法和教學策略，以提升教學表現的水準。
(3)規劃跨領域及創新課程
A.規劃社區走讀課程
配合高教深耕計畫之四大目標之一「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
，106 學
年起連續辦理 3 學期之「社區走讀‧國際走讀」活動，由本院 4 單位教師共
同備課並在各自課程中融合共同社會議題，邀請政府業師對談，並帶領同學
走出傳統教室之教學環境。
B.推動院核心課程
107 學年度起藉由「學習」
（learning）
、
「傳習」
（teaching）與「實習」
（practice）
三大面向教學學習方法，推出「法律與政策專題」院核心課程（107 學年度
探究食品安全、108 學年度聚焦 AI 人工智慧，預計 109 學年度將討論大數據
時代來臨之影響）
，以及在法律系課程中融入修復司法、性別平等、被害人保
護、民主與人權等主題。
C.增設全英語學分課程
本院國際政治研究所於 108 學年度起主導開設「亞洲中國研究英語碩士學分
學程」
，由本院各系所教師支援設課，提升本校國際化程度。
(二)增進研究成果方面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積極申請計畫
鼓勵本院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申請產官學研究案，或是進行跨校跨國的合
作交流，以提升研究計畫的成果。
(2)宣導獎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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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本校制定的研究獎勵制度，鼓勵本院教師踴躍投稿學術期刊，發表期刊論
文，以提升期刊論文發表的數量。
(3)鼓勵專書出版
敦請本校出版中心到院說明專書出版的流程，鼓勵本院教師多多從事各類專書
的撰寫，並且協助教師進行專書的審查和出版事宜。
2.創新規劃方案
(1)補助研討經費
補助本院各系所學程辦理學術研討會，或是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學術研討會，讓
本院教師有更多機會發表研討會論文，以增進本院教師的研究成果。
(2)辦理薪傳計畫
鼓勵本院各系所學程辦理薪傳計畫，邀請法律、政治、教育、公共政策領域著
名的學者來院，跟本院教師分享研究經驗，以提升本院教師的研究成果。
(3)國際專書合作
除研究性論文外，亦鼓勵教師與國際知名領域學者，藉召開工作坊累績編著國
際專書之能量，增加交流機會，提升本校能見度。
(三)擴大社會服務方面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爭取服務機會
A.強化法政論壇平台
鼓勵並支援本院各系所學程舉辦「法政論壇」
，邀請相關領域領袖到院演講，多
多與產官學機構互動，積極爭取各項社會服務機會，提供諮詢服務，或擔任智
庫角色，以擴大本院教師社會服務的成果。
B.積極爭取政府標案
例如本院於 108 學年度接受台中市政府委託辦理「2019 全球現代直接民主論壇」
國際研討會與「台中學研討會」，並接受行政院中部辦公室委託執行「2050 台
灣夢願景工程」等大型計畫標案，未來仍將繼續強化作為中央與地方政府政策
諮詢來源之角色，以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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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推廣教育
積極強化既有法律、國際政治、公共政策領域在職專班和碩士學分班，提供在
職法務人員、民意機關代表和政府部門公務人員進修機會，108 學年度起也配
合教育部規畫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學分班」
，做好培育社會人才的工作。
(3)培育教育人才
配合十二年國教政策之推動，規劃相關專業人才培訓班（如全民國防教育師
資）
，提供中部地區校長、主任和教師進修，以培育教育領域的行政、課程和教
學人才，擴大本院社會服務的範圍和社會影響力。
(4)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107 學年度本院以台中市外埔區馬鳴埔社區做為 USR 實踐場域累積，由本院教
師開設相關課程提供本校學生選修，實際帶領中興大學師生了解馬鳴社區，參
與社會實踐工作，並結合跨領域專業教師提供多面向的分析及提供解決問題的
創新實踐模式，引導跨領域師生親身參與，培養共學、共創、共好精神。
2.創新規劃方案
(1)簽訂合作協議
積極與政府部門及各縣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提供法律、政治、教育、 公共政
策等領域的諮詢服務，並且提供專業人才，協助各縣市政府推動政務，提升本
院社會服務的成效。例如本院國際政治研究所將於 108 學年度與海洋委員會簽
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人才培育。
(2)申請博士課程
整合本院各系所學程師資和資源，籌設法律學和公共政策博士班，提供產官學
界高階主管進修機會。
(四)強化學生輔導方面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輔導知能研習
鼓勵本院教師參加學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辦理的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提升本
院教師的輔導知能，以做好學生輔導的工作。
(2)落實導師制度
要求本院各系所學程落實導師制度，給予導生聚會經費補助，鼓勵教師每學期
至少辦理一次聚會，以增進導師與學生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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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急難救助
提供本院各系所學程有關獎學金、助學功德金和各項急難救助資訊，讓有需要
的學生能夠提出申請，以解決學生經濟上的困難。
2.創新規劃方案
(1)做好佈建工作
提醒本院各系所做好學生佈建工作，隨時掌握學生的情況，定期向導師和主管
回報，以避免學生意外情況的發生。
(2)建立輔導機制
幫助本院各系所學程建立學生就業輔導機制，幫助學生了解生涯發展問題，積
極輔導學生準備國家考試和就業競爭，以協助學生順利找到工作。
(五)加強國際交流方面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鼓勵本院各系所向科技部提出申請補助，積極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增加本
院國際交流的機會。
(2)補助教師多出國發表
補助本院教師到國外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和進行對話，以提高本院
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3)鼓勵出國參訪與交流
鼓勵本院各系所學程師生，前往世界各國重要大學參訪交流，簽訂合作交流協
議，以提升本院國際交流的成果。在高教深耕計畫鼓勵與支援下，108 學年度
本院將計畫陸續與韓國延世大學、韓國啟明大學、泰國法政大學、泰國孔敬大
學、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美國西密西根大學等簽訂 MOU，強化雙邊學生
交流與研究合作，藉此提升本院國際化程度與競爭力。
2.創新規劃方案
(1)邀請各國學者來訪
鼓勵本院教師利用各種機會，邀請世界各國重要學者前來本院參訪、演講或講
學，以擴大本院師生的國際視野。
(2)鼓勵前往海外開班
371

國立中興大學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4 至 109 學年度)

鼓勵本院各系所學程到海外設立班級，招收海外學生就讀，積極與國外大學合
作，以促進本院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並且歡迎這些國家的學者和學生，前來本
院學習、參訪和交流，以提升本院國際化的水準。本院國務所與越南「國家教
育管理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Management）所設立之「卓越領
導管理中心」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CELM）合作
設立碩專班，主要招生對象為當地高階公務人員，已奉教育部核准將於 109 年
2 月（春季班）招生，未來亦將依此模式，努力「走出去」以擴大影響力。
(六)增加師生員額方面
1.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增加學生員額的申請
鼓勵本院各系所學程在師生比、報考率和報到率等符合要求的情況下，向研發
處提出增加學生員額的申請，希望逐年提升學生的人數。
(2)加強外籍生招生宣傳
積極提升本院各系所英文網頁內容，加強國際招生宣傳，以擴增本院外籍生的
數量，同時推動與主要合作學校建立雙聯學制。
(3)加強交換生招生宣傳
鼓勵本院各系所學程，利用國際交流的機會，加強交換生的宣傳，做好相關配
套措施的安排，例如教室空間和教學設備等等，增加交換生的數量，以提升本
院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2.創新規劃方案
(1)提出競爭型員額申請
敦請本院各系所學程根據未來教師需求情況，向校級員額小組提出競爭型教師
員額申請，以增加本院教師員額的數量，強化本院的師資陣容，吸引更多本地
生和外籍生前來就讀。
(2)配合學校推動整併案
配合學校推動附近大學的整併，希望接收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領域的教
師員額，以健全本院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增加本院教師員額的數量，滿足未
來本院發展的需要。

四、預期效益
(一)有效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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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透過經費的投入，教學設備的更新，教學方法的改進和教學評量的落實，希
望有效提升教學品質，吸引更多學生報考本院各系所，以促進本院的蓬勃發展。
(二)增進師生研究成果
本院期望在師生的協力合作之下，透過各項產學計畫的申請，學術論文和專書著
作的發表，希望增進師生的研究成果，提供政府相關單位作為制定政策之參考。
並且透過研究成果之強化，使研究產出有更佳的表現，並逐步提升本院各系所學
程之學術地位。
(三)擴大社會服務績效
本院希望經由社會服務參與之擴增，期能更加彰顯在法律、政治、教育、公共政
策質之影響力，以擴大本院社會服務的績效。
(四)確實做好學生輔導
本院希望經由導師制度的實施，輔導知能的研習，提升教師的專業表現，以做好
學生生活、情感、學習和就業的輔導工作。培養學生生活適應的能力，以避免自
殺事件的發生。
(五)提升國際交流合作
本院希望透過各系所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各項演講活動和參訪交流機會，增加
國際交流合作的成果，以提升本院國際化的水準，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競爭能
力。
(六)提高師生員額數量
本院將透過競爭型員額的申請，提高教師員額的數量，並且經由外籍生和陸生的
招收，以及研究生和在職專班學生的申請，增加學生的數量，使本院的規模能夠
逐漸的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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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電機資訊學院
一、單位現況
(一)沿革與成立宗旨
1988 年，本校「理工學院」分設為理學院及工學院。1992 年，兩學院各自成立資
訊科學研究所與電機工程學系，自此，本校正式投入了國內電機資訊領域的發展。
資訊科學研究所於 1998 年成立博士班，並於 2002 年與應用數學系資訊組合併，
成立資訊科學系，設有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成為一完整的資訊科學教育體
系。電機系亦先後於 1996 年成立碩士班，2001 年成立博士班與大學部第二班，
成為本校學生最多的科系。為因應地區性的產業需求，兩系自 1996 年起陸續開設
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中科碩專班等，積極投入高科技人才培育與
產學合作。
近年來因應國家科技政策的研究人才迫切需求，與中部科學園區的快速興起，2005
年本校獲教育部審查通過，由「電機工程學系」申請成立「通訊工程研究所」與
「光電工程研究所」
。2007 年起，
「資訊科學系」更名為「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使系名與實質內涵更趨相符，並獲領域之完整性，同年並通過教育部核定，調整
成立「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2012 年 8 月起，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與「資
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系所整併為「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2017 年 12 月 8 日，召開國立中興大學校務會議，結合電機工程學系、資訊科學
與工程學系、通訊工程研究所及光電工程研究所，通過成立「電機資訊學院」案。
2018 年 8 月 1 日本校電機資訊學院正式成立。
(二)組織架構
電機資訊學院現有電機及資工 2 個學系；通訊工程及光電工程 2 個研究所；資通
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 1 個附屬單位。
本院共有專任教師 55 位［38 位教授(含玉山學者 1 位)、14 位副教授、3 位助理教
授］
、講座教授 1 位、客座教授 1 位、兼任教授 4 位、兼任助理教授 1 位、助教 2
位；職員 10 位；大學部學生 544 位，碩士班研究生 385 位，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237 位，博士班研究生 97 位、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12 位及產業研發碩士班 17 位，
共 1,292 位。
(三)現況檢討與發展困境
1、應用科技大樓舊有缺失仍需後續施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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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訊所與光電所之聯合所辦公室，目前需學校支援辦公室人力，以使行政工作
正常運作。
3、光電半導體製程中心為本校開放公共使用的良好典範，但基本設施需要有固定
保養經費支持。
4、已積極與國際知名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並邀請來台一同進行研究，但在於培育
新一代年輕研究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延續研究能量上，尚缺少較為整體性規
劃及經費挹注，仍不足以供應目前研究人力需求。
(四)特色與展望
本院的主要特色如下
1.電機資訊是最有前景的領域之一，目前均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電機資
訊領域現今共有大學部三班(電機系二班、資工系一班)，並於 2006 年起，陸續
成立通訊工程研究所與光電工程研究所，已經發展成為二系二所的規模。因應
地區性與中部科學學區的產業需求，近年來電機資訊領域陸續開設碩士在職專
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等，積極投入產學合作與培育所需
的高科技人才。
2.本院具有優良的師資，全數為電機、計算機與資訊專長，特別是本院有 5 位教
授擁有 IEEE Fellow 榮銜。
3.本院畢業生受本院教師諄諄教導與完整的設備與規劃良好的課程基礎上，在就
業市場中極受歡迎，就業率為百分之百，每年大學部及碩士班招生均滿額，在
本校居領先地位，每年想轉入之轉學轉系生遠超過錄取名額；除此之外，本院
各種教學實驗室及研究實驗室設備齊全，相關中英文圖書達一萬餘冊，期刊四
百餘種。
4.本院於計畫研究具有傑出之表現，
「科技部半導體射月計畫」
、
「智慧聯網技術與
應用人才培育計畫」及「教育部 5G 行動寬頻人才培育計畫」皆由本院教師進行
執行。
5.因應雲端產業的趨勢，本院資工系與應數系於研究所合設「雲端計算與服務學
程」。執行「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計畫：以雲端計算與服務為創作領域」，
成為「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計畫」的亮點學校與績優單位。
6. 本 院 資 工 系 2015 年 正 式 成 為 台 灣 資 通 安 全 研 究 域 教 學 中 心 (The Taiwan
Information Security Center; TWISC)的一員，為台灣的資訊安全培育技術人才。
7.本校為中台灣唯一的頂尖大學，也是最優秀的教學研究型大學，本院之成立，
希冀可與本校其他學院肩負國家政策推展與產業發展需求的使命，帶動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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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國內前瞻電機電子及資訊領域的發展，在人才培育與研究創新方面更扮演
積極角色。

二、發展重點
本院的發展目標著重於前瞻多元的通訊、資訊、控制、多媒體、網際網路、人工
智慧、光電、固態、電子電路，晶片設計、微機電與自動化等關鍵領域的創新研發，
將依專業性質分為智慧感知與資訊應用、行動通訊與智慧物聯網、智慧電子與光電系
統、智慧系統與晶片設計及智慧型控制與應用等五領域，發展完整而強健的電機資訊
體系，積極投入人才養成、學術研究、以及扶植產業的角色，期能對我國電機資訊產
業的升級和科技發展有所貢獻。
於國際接軌方面，本院積極與國際一流工程學院（校）交流，現已簽署雙聯學制
合作計畫，例如：日本豐田工業大學、中國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等校，並持續推動與辛
辛那提大學及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等簽署學術交流協定，增加師生與國際互動的管
道。
各單位發展重點分述如下：
(一)電機領域
以培養學生對電機各專業領域的分析與設計整合能力為重點，並以配合國內外電
機科技發展的趨勢為考量，共擬定通訊、資訊、系統與控制、固態電子與光電、
電子電路等五個專業領域為教學的方向與重點。各專業領域的規畫巳含理論課程
與實驗課程，目的在提供學生紮實的理論基礎與實作的操作能力。
(二)資工領域
1.鑒於行政院將「雲端運算」列為我國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之一，資訊科學與工
程學系即與應用數學系合作開設「雲端計算與服務」研究所學分學程，本學程
的開設，著力於雲端運算與服務的人才培育。
2.展望未來中長程的教學重點，資訊領域將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持續開設相關
課程，如物聯網、軟體定義網路、大數據分析等。強化學生在尖端資訊科技的
能力，提升其職場競爭力。
3.崁入式系統，網路多媒體與智慧型系統之研究開發。
4.發展綠能運算、大數據分析及資通安全技術研究。
5.發展「新世代資通安全技術與檢測服務之研發」計畫。
6.發展物聯網、軟體定義網路及雲端運算等研究。
(三)光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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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學生之分析與實作整合能力為發展重點，並配合國內與國際科技發展需求
為考量，以太陽能、光電感測及顯示器、與光電子元件三大學程為重點發展方向。
(四)通訊領域
1.發展通訊系統與異質網路整合，著重於開放性標準之網通技術、機器型通訊及
安全技術、與耐延遲及低耗能機器聯網的發展。
2.網路技術朝智慧感測系統方向發展，針對感測元件智慧化與感測元件控制技術
自主化進行研究。
3.依據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發展物聯網、與網路安全、信號巨量資料處理的雲端
運算研究。

三、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式
(一)持續性業務精進方案
1.廣納優秀學子
(1)配合本校教務處招生組所辦理之各項國內外招生宣傳活動，並加強本院於「春
蟄節」之招生宣傳活動。除此之外，運用「興中會」，安排老師到高中演講與
介紹，讓高中生更了解本院，吸引他們來就讀。
(2)執行資訊科學紮根高中職計畫，開設大學先修「計算機程式設計」課程，提供
給本校策略聯盟高中學生選修，透過此紮根計畫與特殊選材管道，能吸引優秀
高中生進入資工系就讀，提升學生素質。
2.健全之教學
(1)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持續開設相關課程，如物聯網、軟體定義網路、大數據
分析等。
(2)成立跨領域之「綠能運算與大數據應用中心」
。隨著物聯網(IoT)、行動裝置、開
放資料的普及，綠能運算(Green Computing)、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
資通安全(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curity)技術的研發是未來企業與國
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
(3)利用「綠能運算與大數據應用中心」及現有「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等中
心 ， 設 置 「 綠 能 與 大 數 據 創 客 空 間 (Makerspace for Green and Big Data
Computing)」與資通安全創客空間(Makerspace for Cybersecurity)，以培育本校
學生具備跨領域之綠能、大數據、資通安全的核心知識與實作能力。
(4)持續加強教學品質與終身學習觀念、加強與產業界互動與增進工程實務課程，
厚植學生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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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持續強化光電半導體製程中心及孟堯晶片中心之功能。
(6)為了厚植學生的基礎能力，整合強化專業課程，加強原先的重點研發領域課程
(通訊與網路系統設計學程、資訊多媒體學程、智慧型系統與控制學程、電子電
路設計學程及固態電子與光電科技學程等)。
3.國際交流與合作
配合本校 107 年及 108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厚實特色研究能量計畫(國際優勢
特色計畫)」，強化本院各領域之研究能量與國際合作，其規劃執行之項目如下:
(1)本院組織學術研究交流團隊
A.107 年 12 月 2 日至 9 日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及喬治亞理
工學院(Georgia Tech)。
B.108 年 6 月 3 日至 9 日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及加州大學聖地
牙哥分校(UCSD)進行參訪及學術交流。
C.108 年 8 月 6 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工學院副院長劉佳明教授來
訪 本 院 ， 並 與 本 院 研 究 團 隊 討 論 雙 邊 合 作 及 建 構 研 究 發 展 方 向 (STED
Computational Optics)，朝爭取國際合作團隊之計畫進行。
(2)加深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學術交流，建立實質互訪機制
A.107 年 12 月邀請奈米醫學、科學及工程中心主任(Director of the Nano3
Facility)- Prof. Yu-Hwa Lo 與計算生物學研究領域知名學者-Prof. Siavash Mir
Arabbaygi 來台舉辦學術及論壇演講，進行更多學術研究交流。
B.108 年邀請電機和計算機工程主任(ECE chairman)-Prof. Bill Lin、高通研究所所
長(UCSD Qualcomm Institute Director)- Ramesh R. Rao 以及電子工程師學會會
士(IEEE Fellow)- Prof. Y. Shaya Fainman，來台舉辦學術及論壇演講，進行更多
學術研究交流。
C.108 年度由本院光電工程研究所所長裴靜偉教授與電機工程學系劉浚年教授
前往至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進行為期兩個月短期學術研究，以提昇
本院研究能量及雙向合作關係。
(3)延攬國際頂尖學者至本校開設特別講座及專業課程
A.108 年暑假期間邀請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電機電子工程
師學會會士(IEEE Fellow)的 Prof. Zhi Ding 至本校 2019 Summer School 開授 1
學分微課程-「信號檢測與估計基礎」。
B.聘任義大利帕維亞大學(University of Pavia)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終身會士
(IEEE Life Fellow)的 Prof. Silvano Donati 於 108 年 10 月至 12 月擔任光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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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客座教授，協助本院研究團隊於光電科技方面研究能量累積，並促進
本院師生至義大利帕維亞大學進行短期研究交流。
(4)延攬國際知名學者至本校進行一系列專題演講
A.108 年 11 月 13 日由本院光電工程研究所所長裴靜偉教授邀請加利福尼亞大
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電機工程學系主任(ECE chairman) -Prof. Saif Islam 來
校舉辦演講(演講主題:Charged Particles Enabled Nano Sensors for Extreme
Conditions)並參與本校 Larry Vanderhoef 紀念講座。
B.108 年 12 月規劃邀請 Channel coding and information theory 領域之國際知名
學者-Prof. Khaled Abdel-Ghaffar、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IEEE Fellow)- Prof.
Chen-Nee Chuah、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Tech)2 位 5G 通訊領域之傑出國際
學者電子工程師學會士(IEEE Fellow 及 Byers Chair Professor)-Prof. Gee-Kung
Chang 及(IEEE Fellow)Prof. Xiaoli Ma 及訊號處理及通訊系統領域之國際知名
學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 of Wisconsin)-Prof. William A. Sethares，至本院
進行學術演講與交流及分享，提供電機與通訊領域的研究經驗分享與指導，
強化本院該領域的研究能量。
(5)鼓勵本院各系所學程持續向科技部提出申請補助，積極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以增加本院國際交流的機會。
(6)補助本院教師到國外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和進行對話，以提高本院
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7)鼓勵本院各系所學程師生，前往世界各國重要大學參訪交流，簽訂合作交流協
議，以提升本院國際交流的成果。
(8)促進本院本院師生與姊妹校國際合作交流，深耕東南亞及大陸高等教育，積極
招攬國際學生鼓勵來院就讀碩、博士學位，並補助獎助金；簽署學術交協定、
雙聯學制合作計畫以及到姐妹校實習交流計畫，增加師生與國際互動的管道。
4.研究與產學合作
(1)資工系教師個人專長依據嵌入式系統、網路多媒體與智慧型系統分為三大類，
是資工系重點特色領域。其已成為微軟雲端行動創新培育基地的中部中心。
(2)向教育部申請計畫，即將成立「大數據應用創客培育基地」，積極導入企業資
源，培育學生在大數據應用方面的創新實作能力。
(3)成立通訊所與光電博士班及恢復中科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爭取研究計畫、人才
培訓計畫及產業界合作。
(4)整合院內跨系所之研究團隊，積極參與校內外之學術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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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合國內電機、資訊、光電與通訊產業於生產力 4.0 策略之人才需求與技術發
展，並與全球之光電科技發展接軌。
(6)開發智慧生物感測系統關鍵技術，形成長距醫療照護平台。
5.行政協調與支援
(1)持續延攬具潛力之教師並協助新進教師建立其教學研究之基礎。
(2)妥善規劃本院空間，提供外國學者來訪之辦公室。
(3)整合院內課程、教學、設備資源，持續更新教學儀器設備，建置良好的教學環境。
(4)持續鼓勵院師生參與國內、外比賽，並獎勵優良師生。
(二)創新規劃方案
1.強化招生
(1)針對國內少子化現況趨勢研擬具學院特色及有效的招生促進計畫(如增設電機
資訊學士班)，以凝聚全院共識，並滾動檢討本院招生策略、積極行銷本院，吸
引優秀學生就讀。
(2)推廣碩博士五年研發一貫模式，鼓勵碩士新生，以碩士修課一年後逕讀博士
者，其攻讀博士期間第一年及第二年於學校修課，第三年及第四年於產業或法
人實作研發並完成論文，共計五年完成博士學位。
(3)薦派本院教師赴各高中宣傳本院特色；除此之外，招募本院學生，回母校進行
招生宣傳。
(4)藉由寒暑假期間辦理電機資訊活動營，活動期間以融入電資元素課程，結合多
采多姿精彩活動內容使高中生提前接觸，透過瞭解增進加入本院之決定因素。
(5)與興大附中合作辦理「興興相惜計畫」，積極與興大附中謀求合作，提早讓附
中學子認識大學及享受大學資源，間接協助附中學生探索及做好生涯定向，提
升附中學生對於本院好感度。
2.活化課程
(1)因應工業 4.0 的發展以及隨著知識生產在資訊經濟型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學
程的設計與課程規劃將以「智慧系統」為主軸，以電機、資工的課程為基礎，
學程內容包含智慧多媒體系統、智慧計算、巨量資料、智慧控制、智慧網路與
通訊、人工智慧以及智慧訊息系統等核心領域，進而創新軟硬體與系統之設計
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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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推動以學院為教學核心之課程整合，進而提升學生的學
習廣度，新增設之跨領域學程(物聯網學程、雲端運算與巨量資料分析學程及人
工智慧學程等課程)。
3.強化國際交流與合作
(1)積極進行國際與學術參訪交流，尋求簽訂雙聯學制或學術合作等可能性。
(2)積極邀請國際訪問學者或客座教授至本院開設特色課程，增進教師與國外研究
社群之聯繫與交流。
(3)加強來訪或就讀國際生的照護，開設全英文授課，可間接提高外籍生就讀意願。
(4)推動國際及兩岸學術合作，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學術活動。
4.精進研究與產學合作
(1)協調整合跨院、校研究團隊，積極爭取大型尖端研究計畫。
(2)整合本院研究團隊，尋求與台綜大其他電資學院之合作機會。
(3)本院持續加強與業界產學合作，與業界進行產學結盟簽訂合作意向書，展開產
學研究計畫、短中長期實習制度、實習工廠、碩博士獎學金，及產業講座與交
流合作活動；並加速推動與中部科學園區廠商、台中工業區建立工程科技研發
交流合作及各項人才培育計畫，並邀請業界財團法人進行產學合作，以提昇科
技產業技術。
(4)將依產業界的實際需求，研發具可行性的資安與隱私防護系統，並將再尋求可
推廣合作之企業或政府單位。
(5)與合作機構(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財團法人電子檢驗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大
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玖鼎電力資訊公司等)針對國家關鍵基礎設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I)研發「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資安與隱私防護機制的設計與實
作」
，以解決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防護(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IIP)所面臨的四項(設計與實作兼具資安與隱私防護的下一個世代智慧型電
表、智慧電網的資安與隱私保護及關鍵基礎設施互動蜜網系統)重要議題。
(6)尋求產業界合作，建置大型實驗室或創客中心，培養本院學生實作能力，畢業
後能與產業界無縫接軌。

四、預期效益
(一)有效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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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透過經費的投入，教學設備的更新，教學方法的改進和教學評量的落實，希
望有效提升學生的基礎學科能力、實作能力與創新能力，且使得學生參加競賽獲
獎作品的質與量將都持續增加，間接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就讀本院各系所，以促進
本院的蓬勃發展。
(二)強化地緣特色與產業
電機資訊領域仍是中部科學園區內總投資規模最大、人才需求最殷切、發展最為
迅速的產業。本校為中台灣唯一的一所綜合國立大學，師資、人力資源極為豐沛，
自當扮演學術界支援產業發展的領導角色，本院積極與校內各學院、研究中心、
產業界及合作機構進行跨領域合作，進一步強化中興大學的特色，即時反應地區
性的產業需求，帶動中台灣學術、文化、產業的全方位發展。
(三)提升國際交流合作與學術地位
1.藉由高教深耕計畫與國外學者學術參訪與交流，希冀提升本院之學術地位與研
發能量，卓越研究，促進本院光電、通訊、電機與資工相關領域教師整合，與
本校材料與農生領域教師合作，形成堅強研究團隊。透過這些團隊的研究能量
與國內外知名大學學者共同研究，厚實中興大學研究能力；除此之外，藉由國
外學者之專長與經驗，進而促進資通安全技術的研發、專利申請，並協助建立
物聯網資通安全應用的實驗場域及推廣本院教師及「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
執行跨國研究計畫合作。
2.本院希望透過各系所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各項演講活動和參訪交流機會，增
加國際交流合作的成果，以提升本院國際知名度，提升國際排名，吸引更多國
際優秀人才至本校服務及優秀學生就讀，提升本院之國際學術地位。
(四)增加師生研究成果
1.本院整合院內跨系所之研究團隊，重新進行全面性的整體規劃，整併基礎課程，
集聚共用設備，綜合行政人力，編組研發團隊，開發創新領域，有效運用有限
而珍貴的教育資源，可使本院研究團隊更加精實嚴密，進而爭取大型尖端研究
計畫。
2.持續研發各式人工智慧技術，且在巨量資料、雲端運算的發展下，可預期的是
許多創新應用之生態體系將油然而生，與產業界密切合作，進而促進數位經濟
與產業的再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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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財務規劃
第一節 財務管理機制
健全的財務係學校永續發展的基礎，以良善的財務運作加上財務控管機制，配合
學校的營運計畫，以達校務基金永續經營的目標，以下就本校財務運作機制及強化財
務內控機制分別說明。

一、財務運作機制
(一)為加強經營績效，有效管控各項成本費用，以達永續經營理念，本校依據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管監辦法規定設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會不
定期召開會議，對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審議、稽核及加強內部控制，
並提供具體建言，提升校務基金運作績效。
(二)學校營運所需年度經費依「概預算籌編作業程序」辦理，並於年度開始前，召開
預算分配會議，依「預算分配說明及執行注意事項」
、
「預算分配原則」及會議決
議辦理經費分配。
(三)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及提升教學單位年度經費使用效益，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教
學單位經費運用原則」
，於各教學單位因緊急、重要、臨時之業務所需，申請各項
經費補助時，應提出具體理由，並應自籌配合款，經會簽相關單位表示意見後，
陳請校長依當年度相關經費額度及校務基金可提供之資源核定補助額度。
(四)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報教育部備查，並作為各
項自籌收入訂定相關收支管理規定之依據。各收支管理辦法、相關要點及支應原
則，為各項自籌收入經費動支及審核之依據。
(五)定期編製會計月報、半年結算報告及年度決算報告等，以呈現校務基金之財務狀
況與經營成果，並公告於學校及主計室網頁，使學校財務運作公開化、透明化。
(六)定期於相關會議提供預算執行情形，以促使各單位依計畫執行，並提升預算執行
率。另積極配合參與學校校務發展，適時提供財務規劃分析資料供決策參考，以
健全學校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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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財務內控機制
(一)依行政院「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設計主計內部控制事項，共計 12 項作業程序，
定期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以確保其有效性。並於內控小組會議報告年度內部
及外部稽(查)核業務辦理情況。
(二)訂定「出納會計查核計畫」並辦理定期與不定期進行現金及財務查核，包括抽查、
盤點出納組存管之零用金、保管款、有價證券、收據、銀行存款餘額等事項，確
保公款收付與公有財物保管安全，以健全財務控管機制。
(三)主動經常於各項會議持續宣導經費支用合規性之重要性，以加強同仁法治觀念。
(四)定期辦理全校性「會計業務研習」及「計畫經費研習」
，促使同仁瞭解核銷經費之
法令規定及作業流程，以提升經費執行及行政效率。

第二節 財務概況分析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並促進學校財務之彈
性運作，依行政院訂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之規定，國立大學校院應
設校務基金。財務自主是實施校務基金目標之一，期以提昇設備使用效能，增加自籌
財源，使資金更具彈性，並減輕政府負擔。本校自 86 年度起配合教育部政策實施校
務基金，初期自籌財源比例約為 37%，截至目前已日增加至約 64%。
一、本校 107 年度決算，收入數 54.03 億元，經常支出數 54.67 億元，收支短絀 0.64
億元，資本支出 6.92 億元(其中教育部補助 1.62 億元)。107 年 12 月 31 日止銀行
存款餘額 30.74 億元，加減應收、應付款項、預收、預付、代收款項等，帳面可
用現金餘額約 13.25 億元，再扣除已定用途之各項經費及工程自籌款 3.25 億元，
學校可統籌運用資金約 10 億元。
二、108 年度本校收入預算數 45.91 億元，支出預算數 48.18 億元，收支短絀預算數
2.27 億元，資本支出預算 7.27 億元。其中教育部補助基本需求(經資門合計)約 17.39
億元(佔經資總支出之 31.36％），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經資門合計)3.5 億元
（6.31％），學雜費收入約 7.3 億元(13.17％）
，其他政府補助收入約 0.46 億元(0.8
％）
，其他自籌收入約 18.8 億元(33.9％）
。教育部補助基本需求大部分用於學校的
用人費用，學雜費收入則用於學生公費及獎勵金年約 1.4 億元，餘支應教學訓輔
及管總費用等，至於研究所需之經費多由教師向外爭取補助計畫支應。
三、為有效運用資金增加收益，並調節現金流量，依資金運用管理小組會議決議，目
前賸餘資金皆以轉存定期存款方式辦理，107 年度決算孳息收入 3,146 萬餘元，
至 107 年 12 月底止銀行存款餘額約 30.7 億元，其中定期存款金額約 2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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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校所面臨之財務困境
本校建校近百年，為中部地區唯一的國立綜合型大學，但受外在大環境的變遷及
軟、硬體設施老舊等因素影響，使校務基金成長受限，甚至影響校務發展，茲就本校
所面臨之財務困境分述如下：
一、少子化衝擊逐漸發酵：學雜費收入為本校主要自籌收入財源，近年來因少子化及
高學歷市場人力供需趨近飽和，導致生源減少，學雜費收入已逐年遞減，加以學
雜費收費標準長年配合政府政策緩漲，無法反映教學成本之增長，不利學校財務
發展。
二、人事費逐年成長：本校用人費用佔年度經費需求支出比率偏高，且逐年提升，配
合政策及法令規定提撥之人事費用如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勞基法勞退基金實質提
撥、保障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等影響，亦增加校務基金負擔。教育部補
助經費囿於國家財政狀況，日趨緊縮，為利校務永續發展，應逐年檢討控管員額
減少人事費支出。
三、校方募款不易：受贈收入乃對校務基金挹注最直接之自籌財源之一，但受近來經
濟景氣低迷及及我國捐款風氣並不興盛等，降低外界捐款意願，募款實屬不易，
且校內各系所單位自行規劃募款項目，募款計畫眾多零散，但潛力捐款人數有
限，容易因重複募款而壓縮全校性募款專案成效，仍應以有效策略吸引校友及社
會捐贈。
四、推廣教育收入競爭激烈成長有限：於教育部大力提倡「回流教育」及「終生學習」
的理念下，各大學校院紛紛設立推廣教育班開設各式課程，競爭激烈。由於學校
為非營利組織，收費標準須考量所擔負社會教育及服務之功能，收入扣除相關開
課成本後，實質挹注校務基金仍屬有限。另場地設備管理收入與其性質相類似，
收益提升有限。
五、投資收益趨於保守：本校現行多以銀行定存賺取利息收入為主，少有積極投資之
行為，雖政府明令開放與鼓勵下，學校考量投資環境與風險，投資仍屬保守。如
何將空閒資金積極規劃多元化投資與資產配置，並衡量投資安全性及收益性，增
加學校收益，現行仍為一大挑戰。
六、水電費管控不易：本校近年水電費實支情形平均高達約 1.6 億元，雖本校已配合
經濟部核定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實施相關節水節電措施，已有部
分成效，惟考量本校近年主要新建工程如國際農業研究中心大樓、人文大樓、應
用科技大樓及動科系動物試驗舍皆陸續完工，水電費勢必有一定幅度成長，再加
以政府公用事業費率調整影響，水電費仍宜持續撙節，降低校務營運成本。
七、校舍老舊未來維護成本逐年提高，重置成本加重學校財務負擔：本校創校迄今逾
100 年，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第三大研究型綜合國立大學，多數老舊建物維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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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逐年提高，且為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教學安心、學習開心及職場歡心，目前已
規劃將於「獸醫教學醫院」原址改建「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
院大樓」，所需財源相對加重學校財務負擔。

第四節 提升財務績效措施
依改善本校所面臨之財務困境，積極推動各項節流及開源因應措施，以增裕創
收，提升本校財務績效。
節流措施：計有人事員額管控(人事室)、節能減碳(秘書室及總務處)。
開源措施：計有學雜費收入(教務處)、投資收入(投資管理小組及總務處)、捐贈收入
(校友中心)、建教及產學合作入(研發處)、活化資產及技轉收入(總務處
及產學研鏈結中心)、場地收入(總務處及體育室)、推廣教育收入(創新產
業暨國際學院)及農林作業組織收入(林管處及獸醫教學醫院)。

一、節流措施
(一)人事員額管控
1.背景說明
本校近年面臨人力膨脹、用人成本增加之衝擊，造成校務基金負擔日益沉重，104
年度人事費已逾 24 億元，超過年度經費支出總額二分之一，為撙節人事費用並兼
顧各單位業務推展需求，以本校人力評估委員會建立之行政人員總員 501 人管控機
制為基礎，並適時檢討員額配置與運用情形，加強落實員額控管措施。
2.具體作法
(1)落實員額精簡政策，技工工友及臨時專任人員採取替代措施，遇缺不補。
(2)研議約用人力合理職等之高低配置，合理分配契約進用職員各序列人數比例，
減省人事費用。
A.規劃各序列員額設置比例：E 級（第四序列，相當碩士級）配置上限：35%；
F 級（第五序列，相當博士級）配置上限：4%。
B.訂定約用職員各職稱之名額百分比及工作職責表，以期職責相符。
(3)實施人力評估，檢討人員進用之必要性及人事費支出之合理性，彈性運用人力，
行政人力以 501 人控管。實施範圍包括：編制內職員、佔學校支援教師員額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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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稀少性科技人員、依本校契約進用職員管理要點進用且經費來源為校統籌人
事費、管理費等經費項下進用之人員、技工工友駕駛。
(二)節能減碳
1.背景說明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節能減碳已為各國永續發展工作重點。本校每年電費支出高
達約 1 億 7~8 千萬，於 101 年經校務會議通過節能減碳管理辦法、節約用電執行績
效獎懲要點，訂定本校整體節電目標，其中 104 年及 105 年應分別較前 3 年之平
均用電度數各節約用電 5%。為積極落實節能減碳措施，並考量全校節電現況，105
年至 109 年將持續以全校總用電每年負成長 1%至 1.5%為目標，期於 109 年達成較
96 年節約用電 10%之目標。
2.具體作法
(1)推動節能措施總體檢、賡續推動全校節電獎勵措施
請專家協助節能減碳總體檢、效益分析；請節電績效良好的大樓提供經驗分享，
及加強節能減碳宣導，例如透過學生社團活動、鼓勵老師做相關研究，讓師生積
極參與校園節能減碳。賡續執行「國立中興大學電費配額實施辦法」，以各建物
之用電配額推動節電，年度配額逾所訂目標配額者，則依辦法規定予以扣減經費。
(2)建置智慧電表系統，規劃合理節能措施
建置智慧電表系統，瞭解各大樓用電狀況，適時調整不當用電設備，達到最大節
電效果。規劃以每年用電達 200 萬度以上之高用電大樓(生科、圖書館、化材、
作物、理學、化學、電機)優先裝設必要電表，分別於 105、106 年裝設 25 台及
92 台多功能數位電表並整合既有數位電錶，107 年用電已較 106 年節省 0.85%用
電(456,134 度)，約節電 133 萬元，另自負盈虧、提供對外服務之單位加裝電錶，
朝自付電費方向規劃，並提供配套措施例如調整對外服務收入提列行政管理費比
例，期落實績效責任。
(3)空調、照明燈具汰舊換新，加裝冷氣電源管理器、感應式照明
A.各單位汰舊換新之空調設備應採用 EER 值高、變頻式及具有省電節能環保標
章之產品；所需事務機器應優先採購符合環保節能標章或同等級高效率之電
器設備。
B. 107 年申請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改善圖書館空調，更換冰水主機、管件及閥件，
投入建置成本 1,411 萬元，每年可節省用電約 73.5 萬度，每年節省電費 230.8
萬元，108 年度完成，預估隔年開始逐年展現節電收益。
C.分階段檢視一般辦公室、教室等環境照度，依國家標準（CNS）所訂定之照度
標準為原則，拆除過量燈管以節省用電。舊有建物 T8 燈具更換為 LED 燈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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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燈具 1/3)，更換 1,800 盞 led 燈具及減少 900 盞 T8 燈具，預估 109 年投
入建置成本 342 萬元，自隔年起可節省用電約 11 萬度，每年節電 34.6 萬元。
D.各大樓公共空間（地下室、各樓層及頂樓）之走廊燈具裝設自動感應點滅器，
預估 110 年投入建置成本 344 萬元，隔年起每年可節電 7.4 萬度，節省電費
23 萬元。
(4)檢討契約容量，節省基本電費及超約罰款支出
惠蓀堂增設新電號，104 年投資 2,000 萬，105 年 9 月 20 日竣工。配合臺灣電力
公司改接施工期程，於 106 年 4 月 30 日改接完成，同時向臺電申請契約容量調
整為 3,500kw，並重新檢討調整校內各站(校本部、男生宿舍(含圖書館)、社管二
館、獸醫站、女生宿舍、育成中心)台電契約容量，將原校本部 9,999kw 降為
8,299kw，原 105 年超約附加費 141,968 元；106 年契約容量調降後校本部用電已
無超約附加罰款支出；本校陸續進行節電相關設備汰換，亦隨時檢視校內用電情
形予以調整台電契約容量。

二、開源措施
(一)學雜費收入
1.背景說明
因應少子化及高學歷市場人力供需趨近飽和，衝擊招生，將導致未來生源減少，進
而影響招生報名費、學雜費等收入金額；且本校學生數亦可能需配合教育部政策調
整招生名額而下降，致學雜費收入可能發生逐年遞減之危機，再加上學雜費收費標
準長年配合政府政策緩漲，已呈無法反映教學成本增長之困境。迄至 107 學年度，
本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計畫方獲教育部核定通過(學士班調整 2%、研究所 3%)，
依本校學生人數預估，每學年約可增收學雜費約計 12,263 千元。學雜費收入亦始
有經費可挹注在維護及提升教學品質與環境，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及照顧弱勢族群。
2.具體作法
(1)擴展生源
A.辦理寒假轉學招生：本校已於每年暑假辦理轉學招生，為招收優秀學生，增
辦寒假轉學招生，招收二、三年級下學期學生，補足學生缺額，提高學雜費
收入。
B.擴大招收外加名額學生：受限教育部總量管制政策，依規定得以核定名額外
加 10%招收如僑生、原住民學生、外籍生等學生，故亦鼓勵各學系擴大招收
外加名額學生，以促進生源多元化，提升學生入學人數，增加學雜費收入。
C.強化學校形象及招生宣傳，提升本校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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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強化學校整體形象之行銷。
b.推動以學院(學群)為單位之招生宣傳。
c.持續辦理高中師生至校參訪。
d.辦理本校教師招生經驗分享工作坊，提升招生效果。
e.辦理高中教師成長營隊，提供高中教師與各院教師互動管道與交流平台。
f.提高僑生入學之招生策略，積極參與海外教育展，拜訪僑居地高中學校，拓
展本校於僑居地之知名度；設立優秀新生獎學金，鼓勵僑生就學。
(2)提高新生報到率
A.放榜後主動聯繫考生，以瞭解學生入學前之相關問題，做為入學後協助學生
適應環境之考量。
B.辦理新生座談會，提供正備取生及家長課程規劃、學習資源、導師輔導、學
習生涯規劃及食、衣、住、行及各項活動等相關資訊，並瞭解學生之學習期
待，使新生對學系有初步之瞭解。
C.各系所應提供優秀新生獎學金及優秀清寒獎學金，增加新生入學之誘因。
D.實施研究所錄取生分梯次進行意願登記、提早報到作業時程，以利新生及早
進入研究室學習，穩定學生就學狀態。
E.鼓勵本校院系與校外廠商簽定合約，培養廠商需要人才，並於在學期間實習，
落實畢業即就業，以吸引學生入學意願。
F.鼓勵具有畢業證書之新生辦理提前一學期入學就讀，以穩定學生就學狀態。
(3)增進學生就學穩定度
A.建立教務分析系統：建立各類入學管道之學生表現、就學穩定度分析、學習
履歷及相關資料，以利各學系調整各類入學管道招生比率、輔導學生之參考
依據。
B.強化輔導措施，增進學生就學穩定度：推動教學助理、建立預警追蹤輔導制
度、弱勢學生個別學習輔導及其他相關機制，提供溫暖、貼心的關懷，協助、
陪伴、支持學生，使學生無論在學業、生活及心靈方面，均能正向發展，進
而使新生能及早適應大學生活，並增進學生就學穩定度，降低學生休退學比率。
(4)增進學雜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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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推動上述具體方案，以擴展生源，提升學生報到率及就學穏定度外，再加
上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自 107 學年度起獲教育部核准調整，預估學雜費收入至
110 年度可較 104 年度累計增加 107,691 千元。
(二)投資收入
現行本校投資方式仍以銀行定存賺取利息收入為主，為有效增進資金運用效益，
研擬採行提升財務績效具體作為，將提撥一定額度賸餘資金，並視經濟環境之狀
況，考量投資標的與風險，進行投資配置。
預估未來 6 年投資收益較 104 年度累計可增加 1,200 萬元。
(三)捐贈收入
1.背景說明
本校近年捐款金額逐年增加，自 100 年至 104 年平均每年受贈收入約 3,486 萬元。
募款項目除獎助學金與教學單位指定用途外，另有全校性募款專案：100 年起設置
「懷璧計畫－國立中興大學優秀年輕學者獎助計畫」
、103 年發起「興大廣場工程
募款計畫」，獲各界認同響應，致使捐款金額有效成長。
2.具體作法
(1)募款目標具體化，規劃全校性募款專案：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推動全校性募款專案，現規劃為專案獎學金募款計畫，如興
翼計畫、百年名人風華計畫、百位傑出校友出版計畫、各系所研究發展及獎學金
收入等四項專案。配合學校政策，透過募款目標具體化，規劃大型募款活動，採
重點聚焦之行銷策略，提升募款效能。
(2)加強捐款徵信，提供捐款成效追蹤及回饋：
公開徵信資訊，定期提出募款成果報告，使捐款人清楚善款流向與使用情況，並
透過頒發感謝狀、獎牌、舉辦公開褒獎活動等，表彰捐款人貢獻。除建立捐款人
對本校的信任感，誘使其再度捐款外，亦藉由學校公信力與形象之提升，使眾多
潛在捐款人，於獲知本校勸募訊息時願意主動捐助。
預計專案獎學金募款(指定用途專款專用)每年度 3,000 千元，百年名人風華計畫自
107 年至 108 年，募款 2,000 萬元；百位傑出校友出版計畫自 107 年至 108 年，募
款 2,000 萬元；各系所研究發展及獎學金收入自 105 年至 110 年，募款 20,400 萬元。
(四)建教、產學合作收入
1.背景說明
本校為提升承接建教、產學合作計畫之績效，已推動執行策略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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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動提供老師計畫徵求訊息：主動定期彙整計畫徵求相關資訊以電子郵件方式
發送至教師個人信箱，以提高教師獲取訊息之便利性，並將計畫徵求訊息之曝光
度達到最大化。
(2)建置「產學媒合平台」推廣本校產學合作案，俾利協助廠商依需求快速搜尋本
校教師專長之技術或服務，亦助於教師查詢政府相關補助產學計畫資料
及合作廠商。期望藉由加強與產業之鏈結，有效推動本校產學合作及提
升
國際競爭力。
(3)由本處承辦人員主動提供完整行政服務予校內教師與校外補助單位，簡化「科
技部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程序，縮短行政作業時間。
(4)積極配合科技部政策，與國內相關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簽署委託審查協議
書，以輔助本校人社領域教師研提科技部計畫。
(5)為鼓勵教師參與產學合作，特定「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
法」
，針對研究計畫及專利智財績優之教師予以獎勵。
2.具體作法
(1)主動媒合及協助校內教師申請科技部專案計畫
科技部近年來陸續推動價創計畫、AI 計畫、智慧科技於農業生產之應用計畫及
年輕學者養成計畫（包含愛因斯坦計畫及哥倫布計畫）等專案計畫，為鼓勵校內
教師提出申請，本校針對符合相關條件之教師主動提供計畫徵求訊息，並積極聯
繫或邀集相關教師開會討論，極力提供必要之行政作業協助，提高本校計畫研提率。
(2)配合補助機關修法，提升本校管理費收入
提送說帖並與農委會主委協商，促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通過「補助計畫之管理
費修正案」
，自 103 年度始實施有關「農業科技補助計畫」按總額扣除設備費金
額之百分之 10 計算，並取消上限 10 萬元。
(3)主動提供更完整之研究計畫相關訊息予校內教師
過去，本校收到政府機關及法人機構委託或補助計畫之徵求訊息，均僅以公告方
式被動等待教師自行搜尋查閱，為節省教師資訊搜尋時間並有效宣傳計畫徵求訊
息，自 104 年度起，本校改採主動方式，於每週一或週二彙整前一週計畫徵求資
訊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教師個人信箱，包含計畫申請期限、申請方式、計畫徵
求公文內容及委託/補助單位網址連結等均一併完整提供，期使提高教師獲取訊
息之便利性，並將計畫徵求訊息之曝光度達到最大化。
(五)活化資產、技轉收入
1.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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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活用有形資產及活化無形資產，促進學校與產業合作，設置產學研鏈結中心為
專責窗口，主要收入係以校產收入、育成收入及技轉收入為營收財源，資產經營組
著力於學校資產規劃與營運活化，統籌校內外主要有形資產之租借與委外，洽談校
區擴充、整建、開發及學產合作，提供企業與學校資源鏈結，建置合作產銷平台，
互惠互利。
目前資產經營組經管之校內空間包含：圓廳地下室至二樓，社管院一樓（全家
便利商店）
，食品加工廠一樓（全家便利商店二店）
，進善亭販賣部（歐巴斯餐飲），
圖書館（敦煌書局及丹堤咖啡），女宿誠軒店舖等。
經管之校外資產包含：西區繼光街 14 號，西區向上路一段 1 號，西區民生
北路 106 號，西區五廊街 59 號等。
2.具體作法
(1)改善校內委外商店服務品質，提供師生優質的校園環境
A.提升委外商店環境：擬積極活化本校資產，改善舊有營運型態，提升委外商
店出租環境，提高招商標準。
B.提高服務品質：透過整體規劃及招商條件篩選，提高服務師生員工品質，將
既有資產活化。
C.促成多元合作方式：透過企業資源鏈結，引入更多元商業活動，提供企業與
學校資源鏈結，建置合作產銷機制，互惠互利，創造更多收益及合作契機。
(2)積極洽詢潛在廠商，活化校外資產
A.促進招商效益：將積極洽詢潛在廠商，促進校外資產之招商效益。
B.活化校外資產：規劃有恆街、繼光街、民生北路等資產為餐飲店及產學合作
場地，行銷本校品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增進校務基金收益。
C.太陽能板屋頂出租：另為達本校節能減碳目標，推動本校使用再生能源，特
配合政府太陽光電推動策略，出租本校校園屋等提供 PV-ESCO 廠商設置太陽
能光電發電系統。
(3)建置太陽能發電設備
已於 105 年完成惠蓀堂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場地租賃案，設置容量為
374.4kWp、年發電量 465,997 度，每年約 40.6 萬元之收益；於 105 年 7 月 1 日
至 106 年 6 月 30 日年發電量為 393,201 度，收益為 417,634 元。106 年辦理第二
階段作業，於本校人文大樓、萬年樓、綜合教學大樓、社管大樓之屋頂建置，設
置容量為 366.39kWp，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完成掛表並聯。
(4)改善現有育成中心運作模式，使本校和廠商能夠相輔相成，互利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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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廠商技術升級與行銷通路計畫之輔導，透過公開說明會及產學成果發表會，
吸引廠商進駐，活化創新育成中心。並協助學校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技術移轉，鼓
勵並輔導本校教授的專利技術移轉成立新創企業並為本校的衍生企業，提供師生
教學實習機會，增加校務基金收入及留住本校優秀人才，提供學生未來生涯發展
願景和管道。
(六)場地收入
1.背景說明
(1)目前總務處之場地收入計有惠蓀堂、圖書館 7F 國際會議廳及其他(中巴校友號、

羅馬旗等)；其中惠蓀堂約佔 95%，圖書館 7F 國際會議廳約佔 3.6%，新人婚攝
0.2%，其他 0.7%。
(2)體育室健身房使用證及門票收入，每年約 80 至 100 萬。自 99 年度承辦大專校
院運動會大幅修繕整建場館增加冷氣空調設備及 108 年承辦東亞青年運動會武
術比賽場地局部修繕場館後，因地處臺中市區交通便利，運動場館集中完備，
具備經營管理條件。利用假日非教學、訓練及開放時段，積極經營場館租借，
並活化改善場館設施，使場館出租費收入每年約 450 萬。除可挹注校務基金外
並可滾動投入設備器材更新，對未來體育室業務發展有重大助益。惟場地維護
與清潔需負擔費用金額較大，另曾於校務基金借款部分亦須逐年償還，將來更
需開源節流自給自足永續經營。
2.具體作法
(1)總務處之場地收入：
A.開源：
惠蓀堂每年約 40 場活動，扣除春節、本校新生訓練及畢業典禮、校慶及場地設
備維修及保養檔期，一年 40 場已是借用的極限，場租亦無上漲空間，惟可減少
外借租用折扣，並從嚴審核公益類活動。
B.節流：
因會場使用日久耗損，支出結構以硬體設施修繕、維護及改善等支出為最，其
次依序為人事費用、其他及耗材等。擬進一步檢討人事費用及他項等支出。
(2)體育室之場地收入：
A.游泳池出租案續約，減少人力及經費支出，並可增加租金收入。
B.第二健身房於 105 年度下半年完成後，持續結合原第一健身房，進而增加使
用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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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運動場域智慧化燈光控制系統已逐漸建置完成，將推動使用者付費制度，預
計於 108 年底於室外籃球、排球、網球場開始試行。
D. 利用課餘時段與創產學院開設體育推廣班。
E.田徑場設立商店及販賣機部，改善環境場館生活化，增加收益。
(七)推廣教育收入
1.背景說明
推廣教育係配合政府教育政策，落實全民終生教育理念，以(一)提供〝人才與產業
需求無縫接軌〞所需之課程、(二)打造終身學習機會、(三) 培育具創新思維之人才
等為目標。由於各大學校院均設立推廣教育班開設各式課程，競爭激烈，且政府及
民間的推廣教育經費漸成為競爭性的資源，而部份教師投入推廣服務缺乏意願，皆
構成推動推廣教育的挑戰因素。
2.具體作法
未來五年本學院將規劃促進在職進修與產業接軌，持續推廣與經營碩士學分班，並
開設為企業及社會大眾量身訂製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之企業包班。整合含有就業、
創業及進修之推廣教育，開創多元課程提供社會所需。將學校資源融入及結合社
區，協助中部地區各產業研發業務之推廣，及提供政府、產業專業諮詢，以達到永
續服務發展。具體規劃內容臚列如下：
(1)擴大辦理生活技能全人教育及夏令營、冬令營小時學堂
開發多元非學分班及自辦班，符合社會民眾需求，設計規畫生活技能全人教育，
透過學習轉移壓力，重塑終身學習的新文化。如貓頭鷹小時學堂，以單元課為主，
課程類別有幸福烘培、金屬編織、咖啡拉花、歐風刺繡等多元主題課程，上課時
間短，可立刻看見學習成果及手作成品，讓人當下感覺「好幸福」的「小確幸」
課程，成為近年來進修顯學，也是豐富生活的進修最佳方式。
(2)建置創新創業輔導平台
辦理多元訓練課程，尤其增加與創新創業相關課程，如：手工咖啡創意餐點製作
班、樂活輕蔬食創業班、手工咖啡及創意甜點製作班等皆為創業性質的課程。未
來也將積極與公部門合作，申請與創業輔導相關計畫，並成立企業創新輔導輔導
工作坊，組成包含專家學者與企業界人士之專業顧問團隊，適時提供技術、募資、
法律、行銷與商業化等各創業方面之專業輔導，以輔導更多本院學員及畢業校友
克服在新創事業或轉型時所面臨之問題。
(3)推動經營管理相關境外班，擴大興大知識影響力
隨著大陸與台灣持續擴大開放交流，台資前進深入大陸各省分駐點，開辦海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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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投資設廠，原有產銷物流供應鏈逐步由台灣轉往大陸。台資企業面臨創新
轉型等危機，協助台商化解現今的挑戰，將危機化成機會，成為未來本院重要業
務之一。近期本院依據台資企業生態、經營模式、專才需求量身訂做，及考量目
前上海及昆山企業面臨轉型需求，推動【台資企業創新轉型管理績效提升】境外
班，未來也將啟動福建未來也將啟動福建境內之境外班。
未來積極擴展業務之財務成長具體方案，預估每年收入可成長約 10%，預計於 110
年度收入達到 5000 萬元規模，較 104 年度累計可增加 74,686 千元。
(八)農林作業組織收入
本校所屬農林作業組織係以惠蓀林場及獸醫教學醫院為主要收入財源。為提升營
運績效，研擬採行提升財務績效具體作為包括：惠蓀林場收入部分，自 105 年度
起將持續檢討門票收入及規劃 105 年底前第二實習館納入營運，整體營收預估未
來 6 年將較 104 年度增加約 1,359 萬元。獸醫教學醫院收入部分，則採行成本管
控機制，將人事支出與醫療耗材支出各控制在各科收入之 40%，另開發建立行動
門診 APP 系統增加廣告收益，以及推廣獸醫繼續教育課程、強化與台中市動物保
護處合作，簽訂「台中市動物之家醫療及防疫專業服務」計畫等措施增加收入。
農林作業組織收入整體營收預估未來 6 年將較 104 年度增加約 4,204 萬元。

三、 結論 (開源節流之預期效益)
一、依上述針對本校所面臨之財務困境，提出人事員額管控、節能減碳、及增裕創收
等開源節流因應措施。
二、預估 105-110 年度營收成長(未扣除相關除營運成本)將較 104 年度累計增加約 7
億 7,818 萬元(如表 1) 。
三、預估 105-110 年度將撙節支出約 2,919 萬元(如表 2)。
四、另 105-110 年度將持續投入基本設施及節能設備建置約需增加支出約 5,629 萬元(如
表 3)。
五、經扣除需增加支出及相關營運成本後，預估 105-110 年度合計 6 年整體開源節流
之財務績效，將可挹注校務基金約 5 億 2143 萬元(如表 4)。另指定用途捐贈部分，
包括興翼獎學金及成立校史館，預估未來 6 年將可募集約 56500 萬元資金，將依
原計畫用途專款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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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至110年度各單位預估可增加收入(未扣除營運成本)彙總表

表1

單位：千元

項目

研擬單位

104年度
105年度統計 106年度統計 107年度統計 108年度預估 109年度預估 110年度預估
收入金額

合計6年
較104年度
收入成長合計數

一、預估可增加收入(未扣除營運成本)
774,929

788,550

800,065

801,937

802,000

802,000

4,769,481

(2,036)

11,585

23,100

24,972

25,035

25,035

107,691

28,613

24,116

31,483

25,000

25,000

25,000

159,212

28,613

24,116

31,483

25,000

25,000

25,000

159,212

34,598

41,172

62,669

37,885

37,885

37,885

252,094

(402)

6,172

27,669

2,885

2,885

2,885

42,094

138,193
建教、產學合作 研發處
收入(管理費)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140,231

179,602

188,444

188,000

188,200

188,200

1,072,677

2,038

41,409

50,251

49,807

50,007

50,007

243,519

23,253
活3資產及 產學研鏈結中心
技轉收入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24,205

25,204

26,232

27,704

28,731

29,204

161,280

952

1,951

2,979

4,451

5,478

5,951

21,762

27,971

30,041

40,030

40,867

37,568

41,704

41,705

231,915

2,070

12,059

12,896

9,597

13,733

13,734

64,089

7,582

8,297

6,795

5,500

6,000

6,000

40,174

2,082

2,797

1,820

0

500

500

7,699

46,703

48,974

48,682

50,000

52,000

55,000

301,359

16,703

18,974

18,682

20,000

22,000

25,000

121,359

129,750

130,250

130,750

131,250

131,750

132,250

786,000

(974)

(4,641)

(6,475)

2,515

3,015

3,515

(3,045)

70,604

63,967

69,680

70,000

70,000

70,000

414,251

3,862

(2,775)

2,938

3,258

3,258

3,258

13,799

52,908

111,647

165,343

142,485

150,911

154,885

778,179

教務處
學雜費收入

776,965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投資收入

投資管理小組
總務處

0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校友中心
捐贈收入

35,000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總務處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場地收入
體育室

5,500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創新推廣學院
推廣教育收入

30,000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林管處
農林作業
組織收入

128,735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獸醫教學醫院
較104年度增減數額

較104年度增加收入合計

66,742

備註：林管處104年度收入金額，係以近3年營收平均數估列，作為未來營收成長之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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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至110年度各單位預估撙節支出彙總表

表2

單位：千元
項目

研擬單位

105年度

合計6年撙節
106年度統計 107年度統計 108年度預估 109年度預估110年度預估
合計數

二、預估撙節支出
節能減碳

總務處
秘書室

調整契約容量
合計

5,532

1,368

3,042

3,609

3,840

17,391

0

2,000

2,000

2,000

2,900

2,900

11,800

0

7,532

3,368

5,042

6,509

6,740

29,191

備註：

節能減碳內容包括：惠蓀堂發電租賃、建置智慧電表、圖書館空調改善、冷氣電源管理器、老舊冷氣汰換補助、T8燈具更換為LED燈具
及自動感應點滅器等。

105至110年度各單位額外增加支出項目彙總表

表3

單位：千元
研擬單位

項目

105年度統計 106年度統計 107年度統計 108年度預估 109年度預估 110年度預估

合計

一、預估增加支出
(15,000)

搬遷與教室裝修
教室裝修

(15,000)
(1,400)

電腦更新與
硬體維修
電腦更新與
硬體維修

創新推廣學院

(1,400)
(1,800)

(1,800)
(1,800)

(1,800)
(1,500)

教室裝修
小計(2)

(15,000)

建置智慧電表
圖書館空調改善

(1,400)

(1,800)

(1,045)

(2,033)

(3,078)

(14,110)

(14,110)

總務處
秘書室

T8燈具更換為
LED燈具

(8,880)

(1,800)

(1,865)

(1,500)

合計

0
(15,000)

0

(3,420)

自動感應點滅器
小計(3)

(1,500)
(21,500)

(14,165)
(3,440)

(3,440)

(1,045)

(25,023)

(1,865)

(3,420)

(3,440)

(34,793)

(2,445)

(26,823)

(3,665)

(4,920)

(3,440)

(5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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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05至110年度各單位提升財務措施可增加挹注校務基金彙總表
單位：千元
項目

研擬單位

合計6年現金
105年度統計106年度統計107年度統計 108年度預估109年度預估110年度預估 流入(-流出)
合計數

一 、 預 估 收 入 成 長 (扣 除 營 運 成 本 後 之 淨 額 )
教務處

(2,036)

11,585

23,100

24,972

25,035

25,035

107,691

投資收入

投資管理小組
總務處

28,613

24,116

31,483

25,000

25,000

25,000

159,212

捐贈收入

校友中心

(402)

6,172

27,669

2,885

2,885

2,885

42,094

673

13,665

16,583

16,436

16,502

16,502

80,361

314

644

983

1,469

1,808

1,964

7,182

(1)技轉收益

42

206

371

536

701

701

2,558

(2)育成收益

272

437

602

932

1,097

1,262

4,604

總務處(65%)

1,346

7,838

8,382

6,238

8,926

8,927

41,658

體育室(35%)

2,654

2,904

2,378

1,925

2,100

2,100

14,061

創新推廣學院(20%)

8,141

9,795

9,736

10,000

10,400

11,000

59,072

777

0

0

145

155

165

1,242

1,477

688

579

200

200

200

3,344

41,556

77,407

120,884

89,270

93,002

93,778

515,897

學雜費收入

建教、產學合作
研發處(33%)
收入
產學營運總中心(33%)
活化資產及
技轉收入

場地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林管處(10%)

農林作業
組織收入

獸醫教學醫院(10%)
小 計 (1)

二、預估撙節支出
節能減碳

總務處、秘書室

5,532

1,368

3,042

3,609

3,840

17,391

72,952

調整契約容量

總務處、秘書室

2,000

2,000

2,000

2,900

2,900

11,800

10,000

7,532

3,368

5,042

6,509

6,740

29,191

82,952

(15,000)

(1,400)

(1,800)

(1,800)

(1,500)

(1,045)

(25,023)

(1,865)

(3,420)

(3,440)

(34,793)

(13,877)

(12,670)

(12,670)

(4,920)

(3,440)

(77,417)

19,248

66,898

113,256

83,109

94,822

119,529

521,432

4,200

512

1,994

1,500

1,500

1,500

11,206

0

0

15,338

10,000

10,000

10,000

45,338

小 計 (2)
三、預估增加支出
創新推廣學院
總務處、秘書室

0
小 計 (3) (29,840)

合 計 ： 預 估 現 金 淨 流 入 (-流 出 )
(1+2-3)

0

(21,500)

指定用途捐贈收入
興翼獎學金

校友中心

校史館
說明：
1.學雜費收入：不含進修學士班。
2.投資收入：規劃資金1億元，每年報酬率2%估列。

3.林管處：依99年度預算分配會議決議，各附屬單位按當年度盈餘數提撥10%，繳交校務基金。有關林管處105年收入127,761千元雖較104衰退974千元(參見表1)
，惟本處105年支出119,987千元，亦較104支出減少7,252千元，故仍有盈餘繳交校務基金(參見表4)。
4.獸醫教學醫院：為利於獸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興建，108年盈餘將用於支付向上分院及興大六村整修，以利醫院搬遷。
109及110年為獸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興建期間，預計將盈餘投入大樓興建，因此，預估108年至110年每年留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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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105 至 110 年度可用資金預估

本校 107 年度決算數期末可用資金為 13.25 億元，預估至 110 年度期末可用資金為
16.33 億元，增加 3.08 億元，成長率 23.24%(詳表 5 )，105 至 110 年度可用資金預估
分述說明如下：
一、105 年度：依據本校 105 年度決算數期初現金餘額為 27.91 億元，105 年度現金收
入預計數為 48 億元，現金支出預計數為 46.79 億元，收支相抵後現金
淨增 1.21 億元，計入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增數 0.28 億元，期末現金
29.4 億元，考量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及須償還負債後，期末可用資金
為 15.63 億元。
二、106 年度：106 年度決算數期初現金餘額為 29.4 億元，現金收入預計數為 50.91
億元，現金支出預計數為 51.33 億元，收支相抵後現金淨減 0.42 億元，
計入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增數 1.01 億元，期末現金 29.99 億元，考量期
末短期可變現資產及須償還負債後，期末可用資金為 11.78 億元。
三、107 年度：107 年度決算數期初現金餘額為 29.99 億元，現金收入預計數為 56.25
億元(含女生宿舍新建工程舉借 1 億)，現金支出預計數為 55.58 億元，
收支相抵後現金淨增 0.67 億元，計入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增數 0.08 億
元，期末現金 30.74 億元，考量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及須償還負債後，
期末可用資金為 13.25 億元。
四、108 年度：108 年度預計數期初現金餘額為 30.74 億元，現金收入預計數為 50.60
億元(含男生宿舍新建工程預計舉借 3.13 億)，現金支出預計數為 49.99
億元，收支相抵後現金淨增 0.61 億元，期末現金 31.35 億元，考量期末
短期可變現資產及須償還負債後，期末可用資金為 13.84 億元。
五、109 年度：109 年度預計數期初現金餘額為 31.35 億元，現金收入預計數為 51.08
億元(含男生宿舍新建工程預計舉借 1.71 億)，現金支出預計數為 50.07
億元，收支相抵後現金淨增 1.01 億元，計入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減數
0.02 億元，期末現金 32.34 億元，考量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及須償還負
債後，期末可用資金為 14.93 億元。
六、110 年度：110 年度預計數期初現金餘額為 32.34 億元，現金收入預計數為 50.21
億元，現金支出預計數為 48.79 億元，收支相抵後現金淨增 1.42 億元，
計入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減數 0.02 億元，期末現金 33.74 億元，考量期
末短期可變現資產及須償還負債後，期末可用資金為 16.3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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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決算數

106年
決算數

107年
決算數

期初現金（A）

2,790,884

2,939,584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4,643,615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108年
預計數

109年
預計數

110年
預計數

2,999,319

3,073,627

3,135,225

3,233,880

4,912,905

5,362,839

4,584,920

4,775,097

4,789,788

4,182,742

4,214,084

4,727,609

4,216,632

4,353,582

4,381,508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156,690

178,415

162,411

162,234

161,062

231,062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

496,381

918,893

830,876

781,924

653,550

497,044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0

-

0

0

0

0

加：當期長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0

-

0

0

0

0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0

-

100,000

313,000

171,380

0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0

-

0

0

0

0

27,518

101,392

7,543

0

2,939,584

2,999,319

3,073,627

3,135,225

3,233,880

3,374,426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185,463

16,070

81,274

71,798

81,256

81,256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1,561,653

1,836,907

1,822,637

1,822,790

1,822,636

1,822,636

1,384,233

1,492,500

1,633,046

項目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
期末現金（K=A+B-C+D-E+F+G+H-I+J）

(1,752)

(1,752)

7,008

減：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N）
1,563,394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O=K+L-M-N））

1,178,482

1,325,256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

1,042,690

891,690

493,380

221,380

1,759,586

328,988

政府補助

0

0

0

0

1,450,000

75,000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

0

0

0

0

0

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309,586

253,988

992,690

841,690

443,380

171,380

0

0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外借資金
長期債務

借款年度

償還期間

計畫自償率

借款利率

債務總額

105年餘額

106年餘額

107年餘額

108年餘額

109年餘額

110年餘額

女生宿舍誠軒大樓新建工程

107

111-127

100%

1.3%

100,000

0

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興大二村男生宿舍新建工程

108-109

112-135

100%

預估2.38% 484,380

0

0

0

313,000

484,380

484,380

註1：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與 受贈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2：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金等。
3：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及民間捐贈款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置動產、不動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5：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1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
6：長期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不動產投資等。
7：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8：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流動金融資產 淨增減、長期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以外，
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合計數。
9：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收款項及短期貸墊 款。
10：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付保管款、暫收及待結轉帳項，但應排除屬指定經常支出與動產、不動產
及其他資產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11：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經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之數，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現金。
12：本校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包含：(1)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新建工程，總工程經費350,000千元，教育部及農委會同意補助
尚未編列之數及由學校自籌經費支應尚未編列之數。(2)興大五村新建工程總工程經費99,234千元，尚未編列之數、(3)第二餐廳新建工程總工程經費83,016千元，
尚未編列之數。
13：本校男女生宿舍新建工程，若本校未來資金狀況許可，以自有資金支應工程款，期末可用資金將較預期數減少。截至107年底女生宿舍誠軒大樓新建工程借款1億元、
興大二村男生宿舍新建工程尚未舉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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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發展指標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將透過調整組織及創新制度，整合全校及外界資源，延攬優秀
師資及留住優秀人才、培育領域菁英人才、強化國際交流、薦送優秀師生赴國外研究、
協助產業及社會發展、設立校外聯合研究平台等，全面提升教學、研究、國際化及產
學合作，培育優秀領導人才，故於本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質化與量化發展指標，
做為校務發展成效重要的指標，並做為校務發展管理依據。

第一節 量化發展指標
本節量化發展指標將分別依學生事務、圖書期刊、教學品質、研究成果、國際化、
產官學合作、校友服務及人力資源分別說明 104(學)年度至 109(學)年度之量化績效目
標。

發展
面向

一
、
學
生
事
務

發展
指標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獎助學生
人數

8,346

8,429

8,429

8,471

8,471

8,513

8,513

獎助學生
金額(仟元)

65,696

66,353

66,353

66,681

66,681

67,010

67,010

辦理社團
活動次數

1,612

1,612

1,630

1,635

1,890

1,645

1,650

社團服務
隊出隊數

20

20

19

23

15

23

24

社團服務
隊學生數
社團服務
學習課程數
社團服務學
習修課人數
國際志工
學生數

360

300

359

412

302

450

500

37

43

46

46

47

47

48

577

756

647

736

813

720

740

22

22

22

24

28

29

30

學生宿舍
床位數

3,303

3,303

3,302

3,298

3,294

4,307

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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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面向

二
、
圖
書
期
刊

發展
指標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學生宿舍
住宿率

22%

22%

22%

22%

22%

29%

37%

僑生招募
報到人數

106

129

131

113

89

160

170

僑生招募
報到率

64%

66%

71%

66%

67%

65%

66%

59%

60%

61%

新南向國家
僑生佔全部
僑生人數比
率
紙本圖書
冊數

53%

54%

57%

58%

853,292

857,901

881,247

895,803

941,000 963,000 963,000

電子書
種類數

866,353

876,472

889,359

1,421,57

963,000 988,000 988,000

讀者閱覽
席位數

2,047

2,047

2,047

2,047

2,207

2,247

2,247

期刊資料
庫使用
次數(千次)

1,400

1,399

1,398

1,420

1,400

1,400

1,4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0

0

0

28,802

40,944

40,000

40,000

0

0

0

70

20

10

10

3

5

1

3

3

3

3

支援本校
頂尖期刊
發表篇數
數位學習
平台使用
人數
資源利用
課程數位
教材錄製
數
出版中心
出版量

1,200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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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面向

發展
指標
出版品銷
售量

284

284

350

831

450

500

284

數位化論
文數量

18,637

18,637

20,537

22,337

24,037

25,637

27,137

5

5

10

23

48

51

66

67

53~70

67

64

66

65

65

--

--

--

22

26

37

46

4

6

6

6

6

6

6

0

5

5

5

5

5

5

30%

30%

31%

32%

33%

33%

34%

120

120

240

320

320

320

320

600

600

660

720

780

840

900

360

360

370

380

390

400

410

特殊選才
招生人數
弱勢生優
先錄取招
生名額
興翼招生
招生人數
TA 研習
活動次數

三
、
教
學
品
質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選拔優良
TA 人數
教學平台
使用課程
比例
通識教育
惠蓀林場
特色課程
參加人數
通識教育
全英語通
識課程參
加人數
通識教育
自主學習
活動辦理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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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面向

發展
指標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通識教育
自主學習
活動辦理
參與人數

5,700

5,700

6,000

6,300

6,600

7,000

7,400

通識教育
惠蓀講座
及通識講
座線上影
音課程
場數

27

32

37

42

47

52

57

通識教育
資訊素養
課程參加
人數

--

--

--

--

1,180

1,100

1,100

通識教育
微型課程
班數

--

--

--

--

50

60

70

通識教育
微型課程
參加人數

--

--

--

--

1,000

1,200

1,400

推動教師
教學諮詢
輔導制度

2

3

6

8

8

8

8

提升教師
教學知能
與鼓勵教
師教學創
新

11

17

21

21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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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面向

四
、
研
究
成
果

發展
指標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鼓勵教師
教學研發
與應用案
件

28

25

25

25

25

25

25

SCI&SSCI
論文篇數

1,263

1,271

1,178

1,156

1,092

1,100

1,150

近 10 年全
校平均
H-index 值

86

92

95

102

100

102

近 10 年論
文受高度
引用率
HiCi 篇數

73

73

76

74

75

76

76

達到 ESI 領
域數

10

11

11

11

12

12

12

學術性研
討會次數

50

53

58

77

78

80

80

國外專家
學者人次

28

32

28

28

26

30

30

出國發表
論文、講
學、學術交
流人次

350

357

364

369

445

450

450

學生競賽
得獎人次

317

506

231

205

250

26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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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面向

發展
指標
國外學術
機構、姐妹
校師生研
習活動
次數
學術性專
書及專章
著作數
教育部獲
獎人數

五
、
國
際
化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8

7

11

6

9

10

10

2

22

15

22

32

35

37

3

0

1

1

0

2

2

科技部獲
獎人數

6

5

3

4

3

3

4

增加與本
校完成簽
署學術交
流合作之
國內學術
研究機構

5

5

5

19

12

4

5

研究計畫
件數

1,152

1,223

1,237

1,361

1,397

1,370

1,375

研究計畫
金額(仟元)

1,246,726

1,398,488

1,404,832

1,936,919

1,874,097

1,873,000

1,875,000

外國學位
生人數

292

292

291

307

342

345

345

35

35

34

38

44

44

44

86

86

82

111

188

190

192

大陸地區
學位生
人數
外國交換
(流)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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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面向

六
、
產
官
學
合
作

發展
指標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大陸地區
交換(流)生
人數

214

214

239

257

224

224

224

外國姊妹
校校數

172

172

202

220

259

260

261

學生與外
國大學或
研究機構
從事短期
交流或長
期交換
人數

178

178

178

197

231

233

235

學生與大
陸地區大
學或研究
機構從事
短期交流
或長期
交換人數

82

82

121

113

137

137

137

3,780

5,070

11,526

9,566

6,200

10,060

10,000

1

2

1

2

2

2

2

萌芽計畫
補助經費
(仟元)

萌芽計畫
成立新創
公司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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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面向

七
、
校
友
服
務

發展
指標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專利
技轉率

3.5％

4.5％

5.5％

6.5％

7.5％

8.5％

9％

校總區育
成廠商
進駐率

8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中科育成
廠商
進駐率

50%

60%

70%

80%

90%

100%

100%

活化校
產、健全財
務-增加校
資產收益
(千元)

6,700

6,800

7,200

7,500

8,100

8,500

8,500

校友資料
更新筆數

校友人
數約 12
萬筆

校友軟
體開發
階段

1,000

1,500

2,000

2,000

2,000

辦理校友
活動場次

10

10

10

10

10

10

10

37,000

38,000

53,000

53,000

40,000

募款金額
(千元)

100-104 年度平均
約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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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面向

發展
指標
訓用累進
比率比
校務資訊
系統與
WebHR 版
人事資訊
系統結合
之完成率

八
、
人
力
資
源

參與健康
檢查人次
教職員工
子女由本
校合作之
托育機構
提供照顧
服務人次
提供擬退
教職員退
休金試
算、服務諮
詢之人次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3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達成值 目標值 目標值
0

0

15%

25%

35%

45%

55%

0

0

20%

40%

60%

80%

100%

0

0

100

120

140

160

200

11

11

15

20

25

30

35

34

34

35

40

45

5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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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質化發展指標
本節質化發展指標將分別依學生事務、教學品質、研究成果、產官學合作、校園
建設、校友服務、人文藝術與文化資產、行政革新分別說明 104(學)年度至 109(學)年
度之質化績效目標。
發展
發展指標
績效內容
面向
1.提供師生健康服務成效。
2.提供師生心理諮商服務成效。
(一)促進師生身心健康
3.導師及學生輔導工作推行成效。
1.學生緊急事件事處機制之建立與運作情形。
2.交通安全及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機制與推行成效。
(二)維護友善安全校園
3.性別平等教育推動成效。
4.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成效。
5.學生住宿環境品質提升成效。
1.學生自治團體輔導辦理成效。
2.推展學生社團活動相關機制、措施與活動成效。
3.引導學生重視生涯發展議題，提升學生參與之滿
意度及活動成效。
(三)多元學習環境
4.培養學生正確求職觀念及技能，提升學生參與之
滿意度及活動成效。
一
5. 宿舍學習活動及住宿服務學習推展成效。
、
1.學生校內外服務推動成效。
學 (四)助人精神與國際觀養 2.國際志工推動成效。
生
3.輔導僑生措施與成效。
成
4.輔導暨保障弱勢學生措施與成效。
事
1.全校圖書期刊資源整合與集中管理，方便師生迅
務
速取得所需資料，擴大師生可使用資源。
(五)建構數位學習平台
2.建構完善的數位學習系統平台，提供無時空限制
之資訊服務環境，強化學生學習便利性。
1.建置多元實作創新基地(Maker Space)，提供多媒
體學生共創、共學、共享新空間。
2.建置「我的閱讀角落」，為學生營造舒適、自在、
便利的閱讀及討論空間。
3.建置自主學習空間設備與環境，提供完善之學生
活動研討空間。
(六)提升學習空間品質
4.建置智慧型空間管理系統，應用人性化、智慧化
及科技化之系統與設備，有效管理研究小間、討
論室、多媒體中心團體視聽室、聆賞座位等空
間，創造舒適便利之學習環境。
5.提升館舍空間之使用效益，以嶄新空間吸引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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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二
、
教
學
品
質

績效內容

(七)人文藝術課程

1.為拓展學生活動學習空間，強化人文社科及自然
科學領域學生的藝術內涵，本中心與中文系合
作，納入大一國文參觀教學項目。
2.自 105 學年度起，學生參觀藝術中心展覽可計自
主學習點數，累積後納入通識學分認可。
3.與教授會辦理校園雕像徵文，學生踴躍投稿，成
效可觀。未來將持續辦理，以校園建物、林木…
為題徵文，引導學生主動關懷校園景觀之美。
4.統整 104 年度展覽參觀人數中，結合大一國文、
通識教育、文創課程、空中大學預約學生數逾
1,800 人，預期未來每檔可達 2,000 人，每年以 8
檔計，估計可達 10,000 人次以上。

(一)厚植優質生源

1.提升中部區域高中職校對本校之認同。
2.辦理特色招生，並實施弱勢生優先錄取機制，增
加不同教育及特殊經歷學生升讀大學之機會。

(二)提升學習成效

1.透過 TA 服務意見調查，瞭解 TA 知能需求及修課
學生滿意情形，促進同儕學習成效。
2.提高學生跨領域學習，拓展視野，並促進學習成
果之展現。
3.通識教育透過自主學習的方式，並記錄學生活動
學習歷程，讓學生瞭解核心能力之成長，養成自
動自發、終身學習之習慣。
4.確保本校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品質保證。

(三)教師教學精進

(四)行政效能優化

1.提升教學現場師生持續互動氛圍。
2.媒合教學待改進教師與教學優良教師組成團隊，
透過專業對話、經驗交流、分享資訊來擴展專業
教學知能。
3.藉由辦理期中教學意見即時回饋、期末教學意見
調查等措施，促使授課教師瞭解學生對該課程之
評價與建議，做為教學改進參考依據。
1.學生學籍與成績申請作業 E 化，縮短行政流程，
提升作業效率。
2.招生資訊系統與校務資訊系統整合，有效達到資
訊流通，創造加值綜效。
3.增加考生應試便利性及對學校試務作業滿意度。
4.提供審查委員便利的審查機制，節省委員審查時
間，提升試務品質。
5.強化同仁高教行政知能，並促進行政品質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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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三
、
研
究
成
果

四
、
產
官
學
合
作

(一)學術提升

績效內容
1.提升各項申請補助經費線上化作業，俾利節省行
政流程。
2.提供年輕教師申請研究經費補助或鼓勵加入研究
團隊。
3.本校國際合作件數及國際學術合作論文質量提升
4.延攬優秀人才，提升國外優秀學者來校意願，補
助新進教師研究經費，爭取優秀之研究人才。

(二)研究計畫

落實產學合作策略，期望藉由教師多元升等實施、
獎勵產學、研究傑出教師及主動提供教研人員研究
計畫訊息與相關諮詢之協助等，使本校研究計畫成
果質與量均呈現穩定成長。

(一)加強區域合作

1.協助學校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技術移轉，並協助育
成企業轉型、茁壯，促成多方合作案，提供師生
教學實習機會，也增加校務基金收入及留住本校
優秀人才。
2.提供學生未來生涯發展願景和管道，強化校內資
源整合和創業風氣，並對本校提供實質的回饋，
其盈餘未來將可提供老舊校舍改善工程，達到雙
贏的成效。

(二)國際產學聯盟

1.建構校內外創業生態系統：
本校藉由推動的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整合校內研
發動能與設施，透過聯盟群聚效應，鏈結中部的
產業及法人學研機構的能量，推廣臺灣的農業生
技、智慧機械及生醫材料等成果，透過整合產業
的力量將技術、能力與產品輸出全世界。
2.以「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為推動主軸:
搭配本校農資學院、獸醫學院及生命科學院多年
累積的豐碩研究成果，運用創新枓技技術，題高
農業附加價值，同時推動循環利用及生態環境永
續，期望農業專型發展，建立強本革新的新農業。
3. 結合並善用工業 4.0 科技:
執行重點為「新創事業」
、
「產學合作」
、
「技術轉
移」
、
「聯盟會員拓展」與「國際人才培育」等五
大開創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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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三)研發創業育成之推展

績效內容
藉由改善育成中心運作模式與服務收費，可增加空
間使用及輔導服務費用收入，增進育成進駐企業回
饋，產出實質 15%回饋金的永續收入。另透過與育
成進駐企業之多方策略合作，可增進育成進駐企業
與本校教師合作，提升校務基金衍生收益。

透過本校專利評估機制之訂定，可有效篩選專利之
(四)研發能量之累積與深
市場價值，強化本校專利品質，提升專利技術交易
植
比率，降低專利維護成本並創造營收。

(五)研發成果推廣與運用

透過衍生企業之推展及創新創業基地規劃，可鼓勵
本校教職員工生利用本校資源開創企業，或以技術
入股的方式與企業合作，使企業和學校互利共榮。

透過本校技術傑出的研發成果公開曝光，可宣傳本
(六)持續將本校研發成果 校研發成果，為創新創業團隊提供成果展示舞台，
行銷國際，促進產業 吸引外界資金挹注，並使更多企業願意技術移轉抑
或投入中興大學衍生企業團隊，強化本校衍生企業
發展
發展。

五
、
校
園
建
設

工程採購涉及建築法令及相關許可審查，辦理期間
(一)制訂總務工程作業基 冗長，相關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常見校
內使用單位因不熟悉採購程序，延誤前置作業時
準
間，衍生不必要之採購問題及誤解營繕單位。

過去本校新建建築物為節省建築成本，有關綠建築
標章一般以符合政策規定門檻等級作為設計基
(二)提升新建建築物之綠
礎，未特別注重綠建築標章等級，為提升設計品質
建築標章等級
及建築物機能，新建築物以最佳化設計為目標，與
設計建築師合作提升綠建築標章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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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績效內容

(三)爭取公共工程「金質
獎」

爭取校譽，未來宿舍新建工程以爭取公共工程「金
質獎」為目標，透過觀摩友校經驗，評估本校工程
特性及特色，訂定爭取策略，並藉由爭取金質獎之
過程提升工程品質及本校人員工程知識與經驗。

(四)重大工程分年目標

1. 女生宿舍誠軒大樓工程
(1) 104 年度目標：基礎施工。
(2) 105 年度目標：結構體及外部施作。
(3) 106 年度目標：結構體、外部裝修及內部裝修
完成。
(4) 107 年度目標：取得使用執照及傢俱設備裝修
完成。
(5) 108 年度目標：學生進駐使用。
2. 興大二村男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
(1) 104 年度目標：都巿設計審議通過。
(2) 105 年度目標：工程發包。
(3) 106 年度目標：基礎施工。
(4) 107 年度目標：結構體、外部裝修。
(5) 108 年度目標：結構體、內部裝修完成。
(6) 109 年度目標：取得使用執照及傢俱設備裝修
完成。
3. 動物科學系動物試驗舍新建工程
(1) 104 年度目標：工程決標。
(2) 105 年度目標：基礎與結構體施作。
(3) 106 年度目標：結構體完成、取得使用執照、
使用單位進駐使用。
4.第二餐廳新建工程
(1) 108 年度目標：委託規劃設計勞務標招標及圖
說設計。
(2) 109 年度目標：建築設計及工程施工。
(3) 110 年度目標：工程施工及竣工。
(4) 111 年度目標：完成裝修提供廠商進駐使用。
5.智慧機械技術研發中心新建工程
(1) 108 年度目標：評選及簽約。
(2) 109 年度目標：結構體施工。
(3) 110 年度目標：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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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五)環境安全

績效內容
6.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樓
(1) 108 年度目標：地質鑽探發包。
(2) 109 年度目標：委託技術服務發包。
(3) 110 年度目標：建築設計。
1.營造優質永續的校園環境
(1)每年總發電量約 3 百萬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達 1,566 公噸（三年內總裝置容量達 2,500 峰
瓩（kWp））。
(2)每年租賃收入三年內可達 300 萬元，合計 20
年收入可達 6,000 萬元。
(3)可供作環境教育及其他專業教學運用。
2.創造有利健康的職場環境
(1)工作人員安全衛生訓練百分比達 100%以上
(2)工作人員與工作場所負責人回訓三年三小時
(3)外籍人員受訓參與率三年內達 100%
(4)外籍人員回訓三年三小時
(5)姙娠工作者自我提報率二年達 80%以上
(6)姙娠工作者對母性保護管理計畫滿意度達 70
分
(7)具人因高風險工作場所篩檢三年內達 100%
(8)人因高風險工作人員確認率 90%以上
(9)人因高風險有效追蹤個案比率達 80%以上
(10)完成異常工作負荷工作人員篩檢三年內達
80%以上
(11)異常工作負荷工作人員有效追蹤個案比率達
80%以上
(12)工作人員健康資料庫建立完成
(13)完成逐年健康資料統計分析
(14)針對個人健康風險進行臨場醫療服務，完成
率 95%以上
(15)針對高風險個案進行工作型態調整，有效追
蹤辦理 100%。
3.全面提升工作場所安全衛生
(1)工作場所負責人之風險評估訓練參加率三年
內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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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績效內容
(2)研擬建立校內風險評估證照制度，供研究生加
入研究室參考與校方提供獎補助參考資料。
(3)建立並維持本校職業災害資料庫
(4)逐年完成本校職業災害統計分析，確認意外事
件模式（如作業特性、人員特性、時間等）進
行預防措施達 100%
(5)降低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 60%以上
(6)維持每年例行性全校實(試)驗場所職業安全
衛生稽核，每年受檢率三年內達 70%以上。
(7)實(試)驗場所查核法規符合率三年內 90%以上
(8)研擬全校性優良工作場所負責人獎勵與特優
獎勵 (比照特優教學與特優服務教師之獎勵)
(9)研擬全校性優良工作人員獎勵（依工作場所稽
核成果決定）
(10)完成全校單位空間財產密度分析 100%，確認
具財損高風險工作場所
(11)完成高風險財損工作場所負責人風險評估訓
練（拒絕受訓者，發生災害時除保險理賠外，
校方不提供財務支援）100%
(12)完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人員訓練
100%
(13)完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文件化 100%
(14)完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文件網路化 15)
完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相關法令連
結索引 100%
(15)四年內申請教育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或
TOSHMS 認證認證通過
4.為因應全球環境保護潮流與確保全校教職員生
之安全與健康，特將「環境保護」與「永續
發展」結合，落實在「安全衛生」後續動力
支柱上。預期結果將可以提供全校師生一個
更有利健康的職場環境，一個更安全的研究
環境，一個更環保、更優質的永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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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績效內容
1.校園雲端服務量化績效
(1)擴大虛擬主機收容數量增加 50 部虛擬主機
(2)建立雲端虛擬教室服務提供 100UVDI 的使用
者服務能量

(六)資訊網路

(七)校產活化

(3)提高虛擬主機及實體主機比達到 15 項目
2.校務行政系統開發最主要的工作目標，即為支援
校園內之教學、行政單位建構出教職員生均可受
用的資訊系統針對具流程運行問題之資訊系統
進行流程改造與程式修正，提升程式開發速度。
我們將各單位需求開發或維護的申請，以工作單
申請方式計點，未來期能以量化或計價方式成限
量化的績效指標。
3.利用多連線及相互備援機制運作，校園網路對外
連線可用性：99.9%。
4.持續擴充無線網路建置，校園全區域訊號涵蓋
率：90%以上。
5.建置分散式網域名稱系統，提升網址查詢與名稱
轉換服務可用性：99.9%以上。
6.加值校園郵件服務，提供郵件歸檔服務，保留全
校郵件備份時間：一年以上。
7.校務資訊系統持續營運與維護，達成良好系統運
行品質，提升服務，增強對學校各單位之貢獻度。
8.引進軟體定義網路(SDN)技術，建立校園先導環境
9.提升集中式管理校園無線網路配置彈性，建立擔
認證多品牌無線網路環境。
10.提升網路服務品質，縮短網路故障排除時間，建
立校園網路線上故障報修系統。
1.取得圓廳使用執照
圓廳餐廳用餐環境之改善，取得使用執照，有效
提高招商條件，吸引高品質商店進駐。
2.學生餐廳整體招商規劃
透過委外商店整體招商規劃，可將空間塑造成更
新穎的商業模式，提高服務師生員工品質，吸引
本校教職員工生消費，營造校園重要生活機能重
心，並將既有資產活化，創造更多收益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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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績效內容
3.規劃創新創業基地
透過創業基地之建置，可提供本校師生租金優
惠，並協助取得政府相關資源，鼓勵教職員工生
投入創新事業之設立，達到學用合一目的，並帶
動本校衍生企業發展進而回饋本校。
4.女宿誠軒店舖出租
女宿誠軒大樓於 107 年完竣，一樓 6 間店舖提供
場地活化出租，並於 107 年 12 月完成招租作業。
5. 接續辦理建物屋頂出租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
已完成本校惠蓀堂、人文大樓、萬年樓、綜合教
學大樓、社管大樓之屋頂建置，後續依本校各大
樓釋出頂樓空間，接續進行出租設置太陽能發電
設施，以配合政府推廣綠能政策。
6.第二餐廳場地出租招商
配合本校第二餐廳興建案，提供本校教職員生另
一個用餐環境選擇，預計於 108 年辦理第二餐廳
場地出租招商，並將場地設計與進駐廠商作一資
源整合，讓本校第二餐廳成為學校另一新亮點。

六
、
校
友
服
務
七
、
人
文
藝
術
及
文
化
資
產

校友服務活動

1.不定期召開與校(系)友會座談會，強化各地校友
會及系(所)友會組織化等運作機制。
2.透過各種校友活動舉辦，強化與各地校友會、各
系所友會交流實績。
3.透過募款資訊公開透明，提升校務基金受贈收入。

(一)館藏資產

1.維護保存帝大時期台灣農林業史珍貴特色館藏。
2.豐富校史館的館藏，以凝聚校友的向心力。
3.出版優質學術出版品，擴增出版品學門領域，提
昇學術影響力。
4.舉辦本校與國際姊妹校交流之相關文物特展，活
絡國際學生的校園參與，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
5.擴充機構典藏系統功能，提供本校師生教學與研
究成果發表集結之平台。
6.建立完善的數位化博碩士論文系統與完整典藏，
確保本校所有的學位論文能夠被長期儲存、維
護、檢索及取得。
7.徵集本校教師圖書著作，並設置圖書專區，展現
本校學術地位，並提高教師著作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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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二)文化藝術

八
、
行
政
革
新
與
組
織
調
整

(一)行政制度管考

績效內容
1. 104 年度至今舉辦 41 場多元藝術展覽，其中包
含柯耀東、顏聖哲等 6 場水墨，陳其銓、簡銘山
等 5 場書法，楊上峰、陳冠勳等 3 場雕塑，傅啟
中、劉其偉等 5 場水彩，倪朝龍、莊明中等 2 場
油畫，江村雄 1 場攝影展，2 場收藏展，6 場典
藏展，合辦 7 場巡迴展，教職員工暨眷屬藝展 2
場。
2. 104 年度至今舉辦 8 場藝文活動，包括 4 場講座、
2 場發表會、1 場座談會、1 場揭幕式。
3. 未來各項展覽，依本中心評審委員會以及知名藝
術單位機構推薦檔次，陸續推出，參與人數可達
倍數成長。
4. 目前中心出版《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作品
集》三冊，募款出版藝術家專輯逾 20 本，其中
104 年至今已募款出版展覽專輯 9 本，達預期績
效，擴大了藝術品的交流與效應；將持續努力並
規劃《國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典藏作品集(四)》，
此一績效可居國內大學藝術中心前茅。
5. 中心成立至今，累積各領域大師作品典藏千餘
件，其中 104 年度至今增加 97 件藏品，充實典
藏，未來也會定期舉辦典藏展，提升能見度。
6. 豐富的藝教內涵，堪稱大學藝文中心典藏最豐富
多元的指標。近年更將作品數位化，製作「典藏
・文創」系列，目前已有 8 款。
7.在興大提倡「以人為本」的理念支持下，藝術中
心打造校園藝文氛圍，累增人文資產的進程，具
有指標意義。
1.每年 10 月完成統計年報，公告於學校專屬網頁。
2.每年年初請各單位檢討分層負責明細表，彙整陳
請核定後實施。
3.每二年辦理一次行政單位服務與績效滿意度評
量。
4.每學年度更新校務財務資訊公開平台。
5.每年辦理內部控制制度檢討、自行評估作業及內
部稽核工作。
6.每年依承辦人、核稿人(秘書、專門委員、主管)
分別辦理公文寫作與文書檔管相關課程、電子公
文系統使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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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一)行政制度管考

績效內容
7.發布新聞稿或舉辦記者會，每月發稿篇數至少 8
則，並依校園多元發展原則，擇取適合文稿發布
於本校英文網頁並傳送國內外英文媒體。
8.興大簡訊於學期間(3 至 6 月、9 至 12 月)每月發
行一期，合計每年發行八期。
9.運用專業新聞撰寫與公共關係經營，轉化艱澀學
術成果為易於公眾瞭解的科普知識與觀念，並積
極協調各種媒體平台，提升本校在各學術領域地
位與聲望，期能深化外界對本校學術之影響力。
10.運用專業新聞撰寫與公共關係經營，強化本校與
中彰投社區之連結印象，打造興大與社區共生合
榮的共同體意識，同時主動廣邀社區意見領袖參
與校務校園活動，奠定外界對於本校積極投入社
會關懷之正面形象。
11.運用專業新聞撰寫與公共關係經營，聚焦本校以
農立校、淳樸敦厚之人文素養，型塑本校教職員
生在書法藝術、咖啡茶道、文學創作、繪畫音樂、
舞蹈劍道等生活美學之職人造詣，期能再啟興大
人文薈粹與引領風潮之動能。

1.國際合作、募款及校務基金運作、校園轉硬體及
(二)培育具人文素養、國際 環境建設、優質行政運作等之提升。
觀與宏觀視野的行政 2.行政職能之提升及落實各單位以「訓用合一」之
用人政策，使中高階行政人員具有人文素養、國
人才
際觀及全球化思維。
1.透過校務資訊系統與 WebHR 人事資訊系統結
合，加強人事資料完整性，進而提升人事決策品
質。
2.落實無紙化作業，提高服務效能。
(三)推動智慧型辦公作業
3.快速運用教學研究服務資料庫、減少教師行政作
系統
業；便利各系所院、各級教評會審查作業，提升
各單位服務效能。
4.因公出國從請假、經費核銷及出國報告等連續流
程，以資訊系統化提供整體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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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指標

績效內容

1.提供員工協助方案及積極舉辦各種身心靈健康講
座，建立教職員工自主健康管理概念並身體力
行。
(四)以人為本的人事關懷 2.提供本校職員工職涯發展、心理健康服務，並協
助教職員工兼顧工作及育兒問題，減輕家庭照顧
服務措施
之負擔。
3.秉持人道關懷精神，善用職務再設計，改善工作
條件，營造平等無歧視、友善無障礙的就業環境。
(五)健全組織架構，推動行 1.落實約用人力合理職等之高低配置，以期職責相
政與學術單位之組織 符；另推動員額精簡，有效彈性運用人力。
2.簡併功能業務相近的單位，以達成事權統一效果。
再造
1.簡化作業程序，彈性執行人事策略
(六)落實大學自主精神，檢
2.配合當前社會環境修訂不合時宜的法規，使教職
討人事法規鬆綁
員工權益獲得適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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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依據本校「104-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我們預計達成以下目標：
一、培育具人文素養、國際觀與宏觀視野的現代青年：強化本校自然科學領域學生的
藝術人文內涵及人文社科領域學生的科普知識，以培育出具備邏輯思維、論述能
力與器度恢弘的未來領導者。在人文素養的培育上，將特別重視文學、社會科學
及藝術領域的環境建構與推動生命教育的體驗；在國際觀的建立上，除了強化外
語能力之外，更要加強國際文化的認識與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交換學生及實習計
畫的推動，鼓勵學生參與不同層次的國際事務。
二、建構完善教學研究環境，拓展學生活動學習空間：透過專案計畫補助系所教研設
備更新，推動大四開設整合性專題研究課程，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輔導學生社團蓬勃發展與推動住宿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
的能力；加強跨領域、課堂外及校園外的學習，發揮學以致用的精神。加強硬體
空間，規劃新建學生活動中心，提供師生優質活動場域，凝聚師生向心力與認同
感。
三、熱誠服務師生與畢業校友，凝聚向心力與認同感：透過專業諮詢與自我評估，幫
助學生了解性向與特質，發揮適才適所精神；擴大推動學生暑期實習制度，開設
創業學程，讓學生在進入職場前完成所需技能，以強化學生就業與職場適應能力；
加強「校友中心」功能，提供畢業校友產業諮詢與就業輔導，協助師生及校友創
業，建立緊密的伙伴關係，以服務口碑及績效贏得信任感與忠誠度。
四、成立特色研究中心，追求學術卓越：整合跨領域資源，形塑校園合作文化，厚植
前瞻研發能量，激發師生創意，並鼓勵師生新創事業，開創學術研究之應用價值；
與企業在校園內設置聯合研發中心，並鼓勵跨國合作；結合區域產業成立產學聯
盟，協助產業轉型及技術自主，以提升產品價值，創造利潤，回饋社會。
五、強化學術與產業之連結，創造興大品牌價值：重視基礎科學的紮根，鼓勵師生投
入原創性研究，疏解人類在 21 世紀所面臨的困境；發展應用科學研究，以解決產
業與社會所面臨的實務問題；加強產業連結，協助產業技術升級，創造興大品牌
價值，提升本校學術地位與能見度，創造永續經營的契機。
六、推動校務智庫，培植年輕教師：中興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退休教師在校
服務期間所累積的學術與行政經驗是學校無形的資產。學校將提供適度的資源，
讓退休教師扮演智庫的功能，擔任政府與產業的顧問，提供諮詢平台並協助經驗
傳承；同時透過專案計畫，聘用傑出且具有發展潛力的年輕學者，提供優渥條件
與教研環境，強化學校未來的競爭力。
七、與政府建立夥伴關係，成為政府施政的強力後盾：本校為中部地區唯一的頂尖研
究型大學，應善用現有資源並發揮既有優勢，一方面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市政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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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設，並共同爭取中央補助，以繁榮地方發展，提升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協
助中央政府國土規劃與政策擬定，支援各級機關辦理各項人才培訓及技術服務，
以提升政府施政品質，善盡學術回饋社會的重責大任。
八、營造「長春藤盟校」學風，落實「誠樸精勤」校訓：強化「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四校的互動與合作，共創高等教育新紀元。悠久的歷史是本校珍貴的資產，美國
東岸的八所「長春藤盟校」皆為歷史悠久、世界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且非常重視
教學的投入與學生學習的成效，學生對母校向心力極高，也樂於回饋母校興學，
值得師法。本校校訓在以功利為導向的現今社會，彌足珍貴！推動落實「誠樸精
勤」的精神，展現興大人熱誠、樸質、精緻、勤奮的優良特質，再現興大榮耀。
九、活化資產，健全財務結構，奠基永續發展：引進企業經營理念與人才，活絡組織
功能，促進單位營運績效，創造學術價值，並積極開拓財源，樹立品牌口碑，推
動專案募款，增加校務基金自主財源，奠定學校永續發展基石。以深耕在地之本
心，分享資源，與社區共生，與產業共榮，帶領中台灣大步邁向國際。
十、設立教育、藝術與醫學院：本校由農學起家，發展至今具有九個學院的研究型綜
合大學，惟在領域的發展上仍缺乏藝術與醫學的互補。未來將積極尋求整合區域
資源，配合整體高等教育發展趨勢與政府政策鬆綁，逐步完成教育、藝術與醫學
院的設立，帶領中興大學邁向新世紀。
十一、善盡社會責任：一個好的大學，除了要有卓越的頂尖研究、良好的人才培育系
統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學能否對社會產生影響力，對社會有所貢獻。本校規劃永
續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透過整合各領域教師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強化學生
服務學習與社區在地學習，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及鼓勵教師發揮所長服務社會等作
法，善盡社會責任。
政府播遷來台初期，在教育版圖上即以「北台大、中興大、南成大」為架構，推
動國家高等教育。我們深自期許成為領航中臺灣躍登世界舞台的知識中心，以「立足
中臺灣、放眼全世界」為發展理念，結合地方政府、研究機構、與中部科學園區產業
資源，培養具備關懷人類、尊重生命、終身學習理念與能力的地球菁英公民，並深耕
發展綠環境、綠色科技與環境倫理，引領綠色產業發展，創造共生共榮的綠色大同，
發揚「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精神，
「以人為本，學術為要，
創造價值，造福人類」，發揮「北台大、中興大、南成大」之社會功能，充份展現本
校優良傳統與卓越學術，精進校務治理與永續發展成為一所世界級的頂尖研究型綜合
大學。

423

附錄：國立中興大學組織架構圖

校長

( 108 年 08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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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

副校長

副校長

副校長

行政單位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處

圖書館

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

秘書室

註冊組
課務組
招生暨資訊組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教官室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
住宿輔導組
僑生輔導室
生涯發展中心 健康及諮商中心

事務組
出納組
營繕組
資產經營組
採購組

校務發展中心
計畫業務組
學術發展組
貴重儀器中心

學術交流組
外籍與大陸學生事務組
資訊與創新組

採編組
典閱組
參考組
數位資源組
資訊組
校史館組

資源管理組
服務諮詢組
校務系統組
資訊網路組
研究發展組

行政議事組
媒體公關組
文 書 組

主計室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體育室
教學研究組
競賽活動組 場地器材組

師資培育中心
實習輔導組
地方教育輔導組

校友中心
服務組
聯絡組

藝術中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環境保護組
安全衛生組

產學研鏈結中心
育成推廣組
智財技轉組 新事業發展組

通識教育中心
人事室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教學研究單位
文學院
3 系 2 所 2 學程
1 附屬單位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11 系 3 所 8 學程
11 附屬單位

 農藝學系
 中國文學系
 園藝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森林學系
 歷史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植物病理學系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  昆蟲學系
 動物科學系
研究所
 土壤環境科學系
 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  水土保持學系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際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  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食品安全研究所(碩士班)
 語言中心
 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農業經濟與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
 實驗林管理處
 農業試驗場
 園藝試驗場
 畜產試驗場
 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農業機械實習工廠
 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農業推廣中心
 農業自動化中心
 農藥殘留檢測中心
 實習商店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
教學推動組
士學位學程
研發推動組
 企劃行銷組
服務推廣組
 推廣教育組

理學院
3系2所
2 學位學程
1 附屬單位
 化學系
 應用數學系
 物理學系
 奈米科學研究所
 統計學研究所
 科學教育中心
 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
 大數據產學研發博士學位
學程

生命科學院
1系4所
2 學位學程
2 附屬單位
 土木工程學系
 生命科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環境工程學系
 生物化學研究所
 化學工程學系
 生物醫學研究所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
 精密工程研究所
所
 生醫工程研究所
 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機械實習工廠
 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
 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程
 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究中心
 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

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
教學組
研究發展組
推廣服務組

工學院
5系2所
3 附屬單位

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組
教學服務組

獸醫學院
1系2所
2 附屬單位

 獸醫學系
 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
究所
 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
 獸醫教學醫院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農產品驗證中心
技術發展組
驗證組
業務組

管理學院
5 系 2 所 1 學程
 財務金融學系
 企業管理學系
 行銷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會計學系
 科技管理研究所
 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
 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學士班）
 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班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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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
學院
2系2所

 法律學系
電 機 工 程
 國際政治研究所
學系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  資 訊 科 學
務研究所
與工程學
 教師專業發展研究
系
所
通 訊 工 程
研究所
光 電 工 程
研究所

學位學程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學程
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學位學程

附屬學校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法政學院
1系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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