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其他學校績效表現有關之訊息 

面對高等教育競爭環境的變遷及挑戰，本校在全體師生同仁共同努力，近年獲得

重要具體成果如下： 

1.整體辦學成效 

通過高教評

鑑中心 

96 年第一週期系所評鑑通過率 100%  

100 年第一週期校務評鑑五大評鑑項目全數通過 

104 年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通過率 100%  

屢獲 

政府補助 

102-103 年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2,000 萬元 

104-106 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9,000 萬元 

104-106 年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1,450 萬元 

106 年教學創新試辦計畫 1,200 萬元 

103-106 年科技部彈性薪資 360 萬元 

領先 

高教創新 

103-108 年多元升等試辦學校(教育部多元升等工作圈成員) 

104-106 年校務研究計畫補助(參與教育部重要會議並舉辦大型研討會)

實踐 

社會責任 

104-105 年高齡關懷巡迴服務 

105 年大學社會責任前導型計畫(投入教卓經費) 

106 年兩項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獲得補助 

教育部研發原住民家庭教育方案計畫 

衛生福利部在地行動服務實施計畫專案辦公室營運案計畫 

衛生福利部建構社區家庭暴力防治評核指標及機制推廣計畫 

2.教師教學、研究成效 

教學創新 

103-105 年共補助 358 件教學創新 

教學滿意度 4.17 提升至 4.30   

教學升等意願 36%提升至 46% 

多元升等教授 3名、副教授 3名、助理教授 1名 

IR 相關研究案 20 餘件 

教學計畫 

103 年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流計畫 

104 年推動大專院校職涯輔導工作計畫 

105-106 年多元文化語境課程計畫 

課程輸出 

北二區全國大學校院夏季學院通識教育課程 

區域資源整合分享計畫與高中精進計畫 

農委會臺灣農產食材機能性食譜開發與推廣案 

優良獎勵 

103-105 年教學優良獎勵人數比例由 5%提升 18% 

103-105 年留任教學型彈性薪資 38 人、研究型 37 人、行政服務型 2人，

總金額 852 萬元 

學術研究 
102-105 年校內研究計畫補助共 80 案、金額共 671 萬 

103-106 年度科技部計畫件 9至 12 件，補助金額 490 至 930 萬元不等 



103-106 期刊論文發表 41 篇提升至 65 篇 

產學計畫 
102-105 年產學案共 149 件、平均每年 37 件 

102-105 年合作經費累積約 2,662 萬元、平均每年 665 萬元 

3.學生學習成效 

競賽展演 
103-106 年傳播學院、設計學院、國際餐旅暨管理學院學生參賽得獎百

餘人次 

專業證照 

103-105 年語文證照共 141 人次、專業證照共 1,429 人次 

103-106 年考取心理師共 38 位、社工師 48 位、律師 4位、地政士 2位、

其餘高普考 12 位 

學術能力 
103-106 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每年 4 至 6 件，補助金額 19 至 29

萬不等 

升學就業 

畢業滿一年全職 69.5%、兼職 5.3%、未就業 24.2% 

畢業滿三年全職 83.8%、兼職 3.2%、未就業 10.5% 

畢業滿五年全職 84.8%、兼職 3.0%、未就業 5.4% 

雇主滿意 
103 年調查 63.0%雇主願意優先錄用本校畢業生 

104 年調查 62.9%雇主願意優先錄用本校畢業生 

自行創業 

102 年起獲教育部 U-start 計畫共 7件 

105 年廢材進化論及讓台灣阿嬤回家獲台積電青年築夢計畫補助 

106 年應心系系友林念慈小姐入選 BBC 年度百大女性 

4.國際交流情形 

補助計畫 

106 年度學海飛颺計畫 

106 年度學海築夢計畫 

106 年度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友好關係 

韓國檀國大學/交換學生協議書/106.04.21 

韓國檀國大學/學術交流合作備忘錄/106.04.21 

洛杉磯電影學院/雙聯學制合作協議書/105.12.13  

日本松山大學/交換留學互派確認書/105.11.30 

日本東北工業大學/交換學生協議書/105.10.15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105.05.05 

日本東北工業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104.09.14 

日本松山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104.04.24 

日本關西大學/交換學生協議書/103.12.22 

日本關西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103.12.22 

澳門科技大學/交換學生協議書/103.11.28 

澳門科技大學/學術交流協議書/103.11.28 

日本星城大學/友好關係季雙聯學位協定書/101.05.04 

學生實習 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 



顏莉珊/應外英語組/新加坡 MARKS & SPENCER 

朱憶敏/應外英語組/新加坡 IBIS SINGAPORE NOVENA 

曾美芬/應外英語組/新加坡 The Seafood International Market & 

Restaurant 

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 

李  璦/應外日語組/日本ホテルサンバレー伊豆長岡飯店 

謝怡君/應外日語組/日本ホテルサンバレー伊豆長岡飯店 

曾美芬/應外英語組/新加坡 The Seafood International Market & 

Restaurant 

104 學年度 

林霜菱/餐旅/Swisslotel(新加坡)餐廳外場 

龔汶豪/餐旅/Intercontinental Hotel Singapore 新加坡洲際酒店 

陳晟淳/餐旅/Intercontinental Hotel Singapore 新加坡洲際酒店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 

高振祐/應外日語組/日本伊豆堂ヶ島飯店 

陳冠樺/應外日語組/日本伊豆堂ヶ島飯店 

江政哲/應外日語組/日本ホテルサンバレー伊豆長岡飯店 

溫浩甯/應外英語組/新加坡 Raffles Country Club 

饒瑋茹/應外英語組/新加坡 Raffles Country Club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 

姚霜/餐旅/香港怡東酒店-餐飲實習計畫 

江倢妤/餐旅/香港怡東酒店-餐飲實習計畫 

徐淑薇/餐旅/Orchard Hotel(新加坡)  餐飲外場 

林康渝/視傳/舊廠新血南進計畫(越南 胡志明市) 

邱鼎鴻/視傳/舊廠新血南進計畫(越南 胡志明市) 

呂羅娟/應外日語組/ガーラ湯沢 GARA 滑雪場 

江韋翰/應外日語組/ガーラ湯沢 GARA 滑雪場 

許瀝心/應外日語組/ガーラ湯沢 GARA 滑雪場 

謝明潔/應外日語組/ガーラ湯沢 GARA 滑雪場 

溫浩甯/應外英語組/新加坡 Times The Bookshop 

饒瑋茹/應外英語組/新加坡 Raffles Country Club 

學習成果 

103 學年度 

日本 張乃皓 2016 亞洲國際教育研討會 

美國 邱玉茗、曾宇謙 美國紐約 FIT 遊學 

日本 陳采柔、冲本祐實 短期研修 

印尼 陳秉昇 NETs2017 

泰國 羅全佑、劉凱楹、姚霜 2017 年泰國廚師極限挑戰賽 

日本 林雨蓉、黃煜斌 第七屆國際資訊工程會議 



中國 羅全佑、劉凱楹、姚霜 2017 香港國際美食大獎 

中國 
翁宇歆、曹東成、左孟平、

張舒涵、徐有辰、陳銘良 
展演:創・科橋暑期交流營活動 

香港 許芳瑜、蕭賀齊 參訪香港時裝展 

日本 

張君華、陳宇旋、李喻薇、

郭兆原、許肴希、翁湘蕙、

陳仁傑、張維倫 

短期研修 

英國 丁彥銘 參加 2016 英國愛丁堡藝術節 

中國 
周之禪、重田誠治、古兆

民、陳郁涵、劉品妤 

展演：第四屆烏鎮國際戲劇節

《眺》-古鎮嘉年華 

中國 羅全佑 第 18 屆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

104 學年度 

日本 

盧彥云、廖國彤、徐丞邑、

蔡雨蓉、張永翰、陳泳佑、

吳品萱、蔡宗豫 

短期研修 

日本 
林羽蓉、游識玄、蘇儀倫、

李心然 
學術會議 

中國 

陳宇豪、鐘柏諺、李銘真、

林紹宸、陳岱君、黃瑞焜、

王俊鑫、田建龍 

展演 

德國 李芳慈 
VYA 國際工作營(Vision 

YouthAction) 

馬來

西亞 
陳冠傑、王加慶、岑凱莹 馬來西亞國際廚藝競賽 

105 學年度 

日本 陳宇旋、勞銘璇、詹翠鈺 短期研修 

捷克 
葉懿敏、黃尹君、陳岱君、侯

冠豪、方晨韋、田建龍 

教育部青年參與國際（含兩岸）發聲

及行動計畫 

香港 

郭珈君、彭庭郁、劉映吟、黃

湘宜、黃婉玲、莊尉廷、戴雅

苳、徐宜均、蕭雨萱 

研習觀摩 

日本 

王憫之、謝承恩、范佩筠、周

之禪、孫若瑜、重田誠治、金

倩語 

舞蹈學習暨觀摩 

馬來

西亞 
影劇系學生(30 名參加) 歌舞劇公演--阿勇與月裡 

 

國際志工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 

毛克利愛心旅行海外國際志工/雲南省/103.1.17~1.27 

2014 柬埔寨志工計畫/柬埔寨/103.1.23~1.29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 



2014 愛泰美-服務無國界/泰北清萊省美華村美華小學/103.8.6~8.20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 

2015 寒假泰北美華服務計畫/泰北清萊省美華村美華小學/104.2.6~2.18 

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 

2016 寒假玄奘大學國際志工服務團-愛泰美-華文寫作加強計畫/泰北清萊

省美華村美華小學/105.2.6~2.15 

2015 愛泰美-服務無國界/泰北清萊省美華村美華小學 104.8.3~8.22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 

2016 愛泰美-服務無國界/泰北清萊省美華村美華小學/105.8.4~8.24 

105 學年度第二學期 

玄奘大學 2017 國際志工服務團-泰北海育服務團/泰國密豐頌省山地村海

育中學/106.7.3~106.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