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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年 高 教 深 耕 提 案 架 構 說 明 會 會 議 紀 錄 

時間：2019.12.5上午 08：30 

地點：中山育樂館 104會議室 

記錄：黃子銘、鄭珈吟 

主席：唐校長彥博 

應到：28 

實到：25(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主管及學生代表參與 109年高教深耕提案架構說明會議，高教深耕計畫係

以學生為主體，各項計畫均以學生成就表現為目標。為使計畫更臻完善，特召開本次會

議向學校主管、學生代表說明 109年高教深耕計畫架構、內容，希冀各位提供意見補缺

拾遺，俾使本校順利獲得計畫補助，持續創造校院系特色亮點。 

貳、 報告事項(詳附檔，簡報資料) 

參、 計畫執行補充說明 

唐校長針對計畫執行補充，說明如下： 

一、設立學院專業教室：為展現各院之專業特色、凸顯學生學習成就表現，將陸續於各

院設立專業教室，以整合學院專業特色量能，力求產出型績效之具體產出，並積極

輔導學生取得證照、參與競賽獲獎等亮眼的績效表現。並提醒推動新教程應考量數

位教學、遠距教學等資訊應用之深化，以符合新世代學生學習需要。同時，在計畫

規劃、執行階段，需隨時檢討教育部共同、自訂等關鍵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俾使計

畫執行成果更臻完善。 

二、關鍵績效指標定義釐清：配合 109-111年關鍵績效調整，釐清教育部新增指標內容

如： 

1. 有關「私立學校治理」指標：是否與天下雜誌 USR調查之指標相同 

2. 有關「教師權益保障」指標：建議考量停招系所教師專長調整、移轉或安置等問

題；另建議通識課程評估是否可將物聯網、大數據等內容納入課程規劃。 

3. 有關「學生校務參與」指標：未來建議規劃更多會議邀請學生代表共同研議，以

了解學生之需求、建議。 

三、完善 109年高教深耕計畫架構：針對 109年高教深耕計畫架構，應於架構第二層對

應教育部制定之指標，同時連結至第三層各項指標。有關招生策略、微課程、與高

職連結等項目建議移至架構第二層，使各子計畫可完整涵蓋教育部及本校重要特色

指標，並訂定關鍵 KPI，持續執行、追蹤、檢討各績效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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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開新竹校區說明會：為使新竹校區師生了解 109年高教深耕計畫架構，擬邀請新

竹校區行政單位、各院主管及學生代表，參與新竹校區說明會，充分與北、竹二校

校區溝通，了解學生之需求、建議。 

五、學生創意比賽亮點：本校舉辦多項創意競賽，未來可鼓勵學生多加參與，使創意競

賽發展為學校亮點之一。 

張副校長針對計畫執行補充，說明如下： 

一、109年整體支用分配：針對 109年預算編列，因支用計畫書與 109年的整體發展計

畫費用具高度關聯性，擬請計畫辦公室與會計室協商，使預算編列更臻完善。 

二、資本門採購規劃：關於 109年資本門之預算編列，初步規劃業已完成，並於 109年

支用計畫中，務必詳列採購項目內容及預期產出之特色或亮點。 

三、109年提案邀請：目前各院系活動辦理之特色產出尚顯不足，為計畫執行特色、凸

顯計畫執行主題性及能見度，建議各單位提出整合型之計畫，避免單一活動辦理資

源分散，促使計畫資源投入最適化、績效產出最大化為目標。 

四、108年高教深耕計畫成果性指標：為配合 109年計畫書撰寫，並凸顯亮點績效，請

各績效業管單位盤點列管之指標，隨時更新績效避免指標績效落後之情形、整體績

效達成率務必在 95%以上。同時為因應教育部共同性關鍵績效指標之新增及納入項

目，如教務處應盡早擬定有關「學生修讀數位科技微學程人次」因應計畫、目標，

提供各教學單位執行方向，加強新增績效之執行、展現。 

資院院長針對計畫執行補充，說明如下： 

一、數位創新學院：針對高教深耕計畫架構中之 A計畫，關於創新學院已通過初審，其

主題為培養未來創新人才，內容包含微學程與 USR萬芳商圈主題結合，建議可結

合高教深耕計畫辦理。 

學生會長李承緒針對計畫執行補充，說明如下： 

一、人文及藝術涵養發展：為精進學生文化氣息，建議可推廣閱讀積點活動、表演藝術、

創意競賽等活動，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並使計畫架構更臻完備。 

二、強化原資中心機制：為回應教育部推廣尊重多元、原住民文化傳承之方針，建議將

原民文化特色納入通識教育課程、推廣原民文化等內容納入高教深耕計畫中。 

肆、 討論事項 

討論一：規院院長提出未通過之 USR計畫，是否能提供審核原因，以利教師參考並改

進。 

結  論：教育部未提供審核建議，但可參考教育部 USR計畫審查標準，再請規院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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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正計畫，納入 109年高教深耕主冊計畫中執行。 

伍、 會議結論 

一、108年計畫執行進度：計畫書第一部分需具體說明，108年計畫執行績效、經費執行

等，務請各執行單位盡速如期如質完成 108年計畫，並具體填寫計畫執行彙整表，以

便計畫辦公室上傳計畫網站供審查。 

二、109 年新計畫提案邀請：擬請各單位規劃109年高教深耕計畫提案，以凸顯院系特色、

輔導學生成就表現為核心目標，清楚描述計畫產出型績效(如：證照取得數、競賽得

獎數、參與實習人數、就業率等)，並踴躍提出計畫構想，新增提案請各單位組長、

一級主管核章後，紙本及電子檔於 12月 16日(一)17：00前回傳計畫辦公室。 

陸、 會議參與現況 

  

說明：唐彥博校長針對高教深耕計畫執行

補充說明 

說明：向師生代表說明 109年高教深耕提

案架構、討論架構內容現況 

  

說明：學生會長李承緒針對高教深耕計畫

執行進行建議 

說明：向師生代表說明 109年高教深耕提

案架構、討論架構內容現況 

柒、 散會（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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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計畫架構說明會

2019.12.05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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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109~111 年
計畫書撰寫規定

109~111 年
計畫執行績效

109 年
高教深耕計畫
架構

109 年
高教深耕計畫
撰寫預計時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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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1 年計畫書撰寫規定
• 主冊、URS、經濟不利輔導、原民中心
• 計畫內容、管考時程

3



109~111 年計畫書撰寫規定
• 計畫內容：第一階段(107~108年)成果、第二階段(109~111年)規劃，

共1本，內文以60頁為限(成果展現為重點)

• 繳交時程：109.01.20 前送達教育部，並上傳PDF及Word檔至管考平台

• 計畫管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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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考評方式 核定期程

108 年 書面考評、簡報審查、實地訪視 預計109.05完成

109 年 書面考評 預計110.04完成

110 年 書面考評 預計111.02完成

111 年 書面考評、簡報審查、實地訪視 預計112.02完成



• 管考平台填報：

1) 關鍵績效填報：每年填報2次，7月填報上學期資料，次年1月填
報上年度完整資料。預計於108/12/10-109/1/10開放各校更新填
報108年資料

2) 經費執行填報：每年填報4次(4月、7月、10月及次年1月)

• 經費編列原則：

1) 經資門支用比例：資本門占20%~30%、經常門占70%~80% 

2) 其他相關支用項目：有關協助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獎助學金、
偏鄉學生面試住宿及交通費、原資中心專職人力等可由計畫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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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規定：

1) 學生代表參與：修正高教深耕計畫書(主冊計畫)時，需邀請學
生代表參與，納入學生意見

2) 資訊公開：除填報『高教深耕平台網站』外，應將計畫書簡要
版本、自訂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成效定期公布於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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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1 年計畫執行績效
• 共同績效指標
• 自訂績效指標
• 其他自訂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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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1 年計畫執行績效
• 計畫績效：共同績效指標14項、自訂績效指標5項、其他自訂績效指

標8項，(如附件一)

• 109~111 年績效調整
1) 共同性關鍵績效指標：

a) 納入『學生修讀數位科技微學程人次』
b) 納入『私立學校治理』、『學生校務參與』、『教師權益保障』
c) 新增『強化原資中心運作機制，提升原住民學生輔導成效及建構族群

友善校園』
d) 新增『建構完善的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校務支持系統』、『連結外部資

源協助在地永續發展』
2) 大學社會實踐基地(USR Hub)：USR Hub擬育成種子計畫個案

(109~111年至多5案)採『外加經費』方式補助 8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架構
• 子計畫6項
• 分項計畫29項
• 行動計畫8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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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架構
• 以教育部所揭示之四大目標為核心任務，各年度計畫訂有「年度目標、願

景與議題」，分述如下
107~111年高教深耕五年計畫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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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年期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目標與願景 橋接歷年績效，精實發展特色 聚焦特色，深耕產學合作 鏈結產業，提升就業能量 深化耕耘，引領區域發展 精進辦學，永續人才培育

重點議題
特色定位、創新教學
社會責任、跨域整合

產學共榮、就業強化
定錨南向、產業4.0

企業夥伴、就業提升
人文關懷、國際交流

產業技移、外生倍增
菁英培育、數位校園

精實辦學、永續校園
產學聯盟、技職典範

核心任務 年度分項子題
1. 落實教學創新
2. 提升教學品質
3. 發展學校特色
4. 提升高教公共性
5. 善盡社會責任

強化就業競爭、促進產學共榮
打造數位校園、精進教學e化
精進辦學績效、深化社會認同

精進教學質量、深耕就業能力
精進校務研究、教師教學社群
網絡

數位教學發展、宏觀國際視野
深耕企業夥伴、訂製產業人力

奠基國際競爭、紮根就業優勢
陶鑄品格涵養、1,000夥伴計畫

精實教學發展、錨定學院特色
深化人文關懷、產學攜手永固

校務
配合

空間與
設備

台北校區籌建體育及教學綜合
場館

籌建數位攝影棚 台北校區改建新媒體設計教學
大樓

台北校區增設學生宿舍 台北校區改建空間設計教學大
樓

組織調整

籌組科大高職技職教學夥伴
籌設東南亞台商服務站
設原民生輔導中心、華語教學
中心、校友董事

設新住民工作小組
設計產學服務中心改隸校級
籌組技職校務研究(IR)聯盟
設教師實務教學傳習中心

職涯發展委員會改組為職涯發
展中心
校友會籌設就業服務組
籌設產學發展中心

籌設文創服務團
調整院系組織
各級產學中心績效評核與重整
籌組長照工作團隊

精實新竹校區校務服務資源
台北校區空間整建
數位學習中心改隸一級單位

經費籌募

弱勢扶助專案募款430萬

IoT菁英培育助學計畫300萬
教職員績優撫卹計畫1,000萬

弱勢扶助企業募款目標500萬
籌設創業天使基金500萬
IoT菁英培育助學計畫300萬
教職員績優撫卹計畫1,000萬

弱勢扶助專案募款目標500萬
籌設創業天使基金500萬
IoT菁英培育助學計畫300萬
教職員績優撫卹計畫1,000萬

弱勢扶助專案募款目標500萬

教職員績優撫卹計畫1,000萬

弱勢扶助專案募款目標500萬

教職員績優撫卹計畫1,000萬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架構(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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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教育部核心目標 分項計畫 計畫類別 子計畫編號 子計畫

(一)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
學品質

A計畫-
落實教學創新，
強化就業競爭

優化課程

A01 系本位課程檢核
A02 智慧科技導入教學
A03 跨領域專長培育
A04 落實教學品質保證

精進輔導
A05 前進職場先修班
A06 補救教學與輔導
A07 就業力培育

就業創業
A08 強化就業輔導機制
A09 推動創業輔導

活化教學
A10 精進教師實務能力
A11 提升創新教學能力
A12 業師教學與輔導

(二)發展學校特色
B計畫-
精進辦學績效，
發展學校特色

辦學特色

B01 因應環境制定招生策略
B02 校務特色領域發展
B03 專業特色領域發展
B04 友善校園倫理關係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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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教育部核心目標 分項計畫 計畫類別 子計畫編號 子計畫

(二)發展學校特色
C計畫-
開拓國際視野，
精實海外交流

境外交流 C01 少子化因應策略
國際視野 C02 深化國際及兩岸交流
前進南向 C03 推動新南向專案

(三)提升高教公共性
D計畫-
落實關懷輔導，
扶助社會移動

關懷扶助
D01 建構學習與關懷系統
D02 關懷與輔導成效追蹤
D03 追蹤經濟不利學生畢業、就業情形

(三)提升高教公共性
E計畫-
回饋公共資源，
深化在地認同

人力資源 E01 優化教師人力資源

資訊公開
E02 精進校友社群
E03 辦學資訊公開

(四)善盡社會責任
F計畫-
善盡大學責任，
促進產學共榮

服務創新
F01 志工與服務學習
F02 大學社會責任

在地深耕 F03 強化區域產業鏈結
深化永續 F04 節能減廢環境永續

6 29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預算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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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編列預算 108年核定預算
計畫 項目 補助款 配合款 合計 補助款 配合款 合計

主冊

助理薪資 16,000,000 600,000 16,600,000 12,350,000 464,285 12,814,285 

新聘教師 5,000,000 4,000,000 9,000,000 3,400,000 2,484,000 5,884,000 

彈性薪資 4,500,000 --- 4,500,000 2,000,000 --- 2,000,000 

業務費 45,500,000 5,800,000 51,300,000 28,850,000 3,745,715 32,595,715 

資本門購置 26,000,000 2,400,000 28,400,000 13,500,000 1,325,000 14,825,000 

資本門修繕 3,000,000 1,200,000 4,200,000 2,000,000 675,000 2,675,000 

小計 100,000,000 14,000,000 114,000,000 62,100,000 8,694,000 70,794,000 

USR
業務費 3,200,000 500,000 3,700,000 920,999 200,000 1,120,999 

人事費 1,800,000 --- 1,800,000 1,079,001 --- 1,079,001 

小計 5,000,000 500,000 5,500,000 2,000,000 200,000 2,200,000 

經濟不
利扶助

補助金額 8,000,000 --- 8,000,000 8,000,000 --- 8,000,000 

企業勸募 --- 3,000,000 3,000,000 --- 3,000,000 3,000,000 

小計 8,000,000 3,000,000 11,000,000 8,000,000 3,000,000 11,000,000 

合計 113,000,000 17,500,000 130,500,000 72,100,000 11,894,000 83,994,000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撰寫預計時程
• 預計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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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撰寫預計時程

15

項
次 工作項目 第1週

(12.02~12.07)
第2週

(12.08~12.14)
第3週

(12.15~12.21)
第4週

(12.22~12.28)
第5週

(12.29~01.04)
第6週

(01.05~01.11)
第7週

(01.12~01.18)

1
計畫架構擬定(依據
108年架構修訂)

2
召開109年計畫架構
說明及各單位執行建
議座談會(含學生代表)

3
108年執行計畫績效
更新

4
109年申請計畫書撰
寫(初稿)

5 109年申請預算確認

6
109年計畫架構確認
會議

7
109年申請計畫書撰
寫(修正稿)

8
109年申請計畫書撰
寫(確認)

總計畫進度(%) 10 25 35 60 80 90 100

109年申請計畫書(初稿)

109年申請計畫書(修正稿)



後續工作重點
• 108年計畫執行進度：計畫書第一部分需具體說明，108年計畫執行

績效、經費執行等，務請各執行單位盡速如期如質完成108年計畫，
並具體填寫計畫執行彙整表，以便計畫辦公室上傳計畫網站供審查

• 109 年新計畫提案：提案計畫重點
1) 展現校院系發展特色
2) 以學生成就表現為核心目標
3) 非僅提出投入型績效(如：參與人數、活動辦理場次等)，可清

楚描述計畫產出型績效(如：證照取得數、競賽得獎數、參與實
習人數、就業率等)

• 新計畫提案時間：提案截止日：12/16(一)，提案計劃書
16



簡報完畢，敬請指正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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