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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年校務諮詢委員會議
研討議題引言

以「具卓越教學並著重理論研究與產業
實踐之綜合大學」為學校發展之自我定
位與推動執行策略

‧本校隨時宜與特色之需逐年檢討與修訂中長程發
展計畫書，目前自我定位為「具卓越教學與特色
研究之綜合大學」。

‧為符應國家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政策並因應環境變
遷，將透過教學改革(分流及模組化)強化學習效
能並拓展產學建教合作質與量，啟動大四生校外
專業實習縮短學用落差加強就業競爭力，擬將自
我定位為「具卓越教學並著重理論研究與產業實
踐之綜合大學」據以規劃本校發展方向與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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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議題：



校務發展之危機與轉機

-結合區域資源特色共榮發展-

科研創新/厚植產學能量

-強化產學質量推動區域發展-

教育改革/模組化分流教學

-開啟主動多元學習興趣與動力-

引言內容綱要

3



嘉義大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NCYU)

農學院
College of Agriculture

管理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人文藝術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Arts

理工學院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師範學院
Teachers College

生命科學院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淵源西元1919嘉農與1957年嘉師並於2000年成立綜合大學，目
前6個學院40 BS, 39 MS and 7 Ph. D. programs，學生數13,500
人含僑外生約400人，專任教師約510名，具高教學府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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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入學新生7成來自中南部以雲嘉南區最高約佔1/4



座落雲嘉南中心擔負引領區域進步責任

地理優勢 交通便捷 地利人和 觀光魅力

嘉義大學台一線公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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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鋼鐵國光
石化計畫

大城海埔地
工業區計畫

雲林科技
工業區

積極強化產學合作質量推動區域發展
發揮資源優勢發展成為區域引以為傲的大學

嘉義大學嘉創中心

臺灣西部走廊
南北各約60公里

臺灣最大農糧
食品生產及重
要水產養殖區

民雄頭橋
工業區

嘉太工業區

結
合
臺
灣
西
部
走
廊
農
漁
工
商
業

打
造
健
康
人
文
科
技
與
教
育
重
鎮臺南科技工業園區

南臺灣創新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臺中基地)

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雲林基地)

大埔美智慧
型工業園區

麥寮六輕
及六輕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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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區域特色資源整合共享/
創造營運多贏/綻放產學合作的光彩

產學
團隊

研發產學實踐

軟實力

推動模組化分流教學
強化實務與專業實習

縮短學用落差
確保卓越教學
穩固學生來源

致力產學合作
強化學術研究與

創新研發
帶動區域產業發展

理論
研究

教學/招生/職涯
完整架構與具經濟規模

的綜合大學
結合與區域特色資源
創造高等教育價值

產官
業者

產業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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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在地產業建立產學互動平台

產學多元合作發展
在地工業區的結合
產業團隊資源整合

師範

人文

管理

生命

理工

農學
嘉太
工業區

110廠家

食品

材料

塑膠

金屬

汽車

機械 電力

礦業

化工
5

14

11

9

22

23

5

7

14

橋頭/民雄
工業區

323廠家

食品
43

化工
67

木紙
30

金屬
51

塑膠
30

藥品
4

礦業
14

機械
43

汽車
15

電子
26

研發能量與產學營運
智財與技轉的完整性
進修學生招生與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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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深耕在地產學服務聯誼活動
103.4.18

產學合作備忘錄 (MOU)  -01
1. 工業區廠商概況：
a. 民雄及嘉太工業區：302家
b. 朴子及朴子工業區：60家
c. 嘉太工業區：110家

產學合作備忘錄 (MOU) -02
2. 簽約廠商：51家
a. 生物科技產業：15家
b. 精緻農業產業：13家
c. 機械電子產業：12家
d. 教育與設計產業：11家



有效結合在地產官學研能量
學以致用，縮短學術實務落差，使學生增廣見
聞、開拓視野，有助學生生涯規劃。

透過建教合作專案，促進產業服務接軌。

產學實習制度推展，提升學生實作技能，使理
論與實務結合，落實執行「做中學，學中做」，
提升畢業後就業競爭力。

透過公部門與產學合作計畫，將研究成果導入
課程學習與實務學習，有效縮短學用落差，增
加學校財務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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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學 效 益 與 發 展 ( I )



發展產學服務網絡互動平台

產學亮點特色展現與產學服務規劃。

研發/技轉/育成/創業產學一條龍之建立。

區域產官學服務在地產業合作推廣，區域產學

合作平台多元服務建立。

嘉義大學產品延伸與通路擴展及與產業共同開

發產品市場之建立，進而學生職涯之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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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學 效 益 與 發 展 ( II )



師範

人文藝術

管理

農學

理工

生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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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策 略 ( I )



生活科
技領域

養生保
健領域

農業與
永續經
營領域

樂活學
習領域

營運管
理領域

文創
領域

14

推 動 策 略 ( II )



推 動 策 略 ( 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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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雄、嘉太及朴子工業區服務中心簽約。

• 生物科技15家、精緻農業13家、機械電子12家、
教育與設計11家 (共51家) 簽訂產學合作備忘錄。

持續簽訂產學MOU

發展產學服務網絡互動平台



教育改革
課程模組化因材分流教學

配合教育部課程分流政策推動課程模組化

-開啟主動多元學習興趣與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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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將朝具卓越教學並著重理論研究與產業實踐之
綜合大學方向發展。

因應學校發展方向，採取以學生學習為導向的課程
架構，推動課程分流，打破人才培育的同一性。

增加實務型學程，因應產業在創新研發或專業應用
方面的人才需求。

課程模組化，一方面可使院系定位發展，建立院系
特色，另一方面可引導學生聚焦、專精學習。

方便學生修習第二專長，培育跨領域人才，提升學
生升學或就業競爭力，學生所修之專長、輔系、雙
主修整合於學位證書上。

推動課程模組化理由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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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生所修之專長

1.單主修

2.單主修+專長

3.單主修+輔系

4.雙主修

推動時程

1.102學年度第2學期︰啟動與規劃準則確立

2.103學年度第1學期︰各院系規劃課程模組

3.103學年度第2學期︰完成作業建立宣導機制

4.104學年度第1學期 (104.8~)︰開始實施

推動課程模組化之方向與時程

18



課程結構變革與課程分流 01
推動大學部課程模組化導入課程分流
系所面：
1.將課程依性質概分為「學術型」及「實務型」，
以凸顯學術研究和專業實務兩種不同的教學型態

2.有效運用資源發展出教學特色
3.引導產業與學校合作深入課程、教學、研發活動

學生面：
1.引導學生聚焦、專精學習
2.善用外系自由選修學分，培育跨領域能力
3.強化學生實務經驗，提昇創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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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專業選修模組20-27學分

*學術型：系專業領域之延伸與強
化，亦可因應學生未來
升學需要

*實務型：融入產學實踐概念，結
合業師授課，安排實習、
專題、實作等課程，培
養具有實務能力、創業
能力之人才。

系核心模組20-27學分

系基礎模組20-27學分

院共同課程6-12學分

校通識教育30學分

系必修

選修課程
學術、實務分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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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變革與課程分流 02



因材分流施教深化學生專業實習 01
• 職場體驗(業界見習)

大學部全數學系每學期安排學生職場體驗1~2次

• 寒暑假校外實習
大學部1/2學系安排學生校外實習1~2個月

• 學期/學年校外實習（新訂）
102-2實施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大四學生可經由教師
媒合、指導、訪視，全學期至業界實習（每學期9學分）

• 海外實習
學生實習延伸至海外職場，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如
木質材料設 計學系至越南家具廠、中國文學系至大
陸出版社實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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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分流施教深化學生專業實習 02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加強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 採雙師制度教學，以專任教師授課為主，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為輔，專任教師仍應全
學期主持課程教學。

• 業師協同教學時數，每門課以全學期(十八
週)授課總時數之三分之一為限。

• 102學年度第2學期計11門課程、24位業師協
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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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教學改革之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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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面

‧調整以學生學習為導向之課程架構。

‧整合教學資源，順應社會分工的發展。

‧建立院系特色課程、學程。

學生面

‧善用外系自由選修學分，引導學生聚焦、專精學習。

‧學生修讀輔系、雙主修更可行。

‧培育跨領域能力，提升未來競爭力。

‧學生生涯規劃和選課更有方向感，循序漸進學習。



推動教學改革之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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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指標

• 因應社會變遷及人才需求趨勢，並整合教學資源及提升教
學與學習的效率。

• 建構以學生為本位之專業化精實課程及發揮學生學習能量。

• 創造優質、多元與跨領域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競爭力。

量化指標

• 學士班100%學系完成課程模組化、分流化與學程化。

• 本校學分學程數增加30%，提供學生多元選修機會。

• 學生畢業時取得專長選修、輔系或雙主修之人數占畢業生
人數之5%。



101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建議事項之追蹤改進狀況

加強產學暨建教合作能量縮
短學用落差，善盡社會責任
協助雲嘉地區農工商及人文
發展，以科技引領進步

加強國際合作與人才培育績
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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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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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大學的博士班幾乎都面臨招生不足
的窘境-嘉大之情況與檢討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27

委員建議事項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本校目前設有7個博士班，近3年來報到率均達90%以上

本校訂有招生名額調整要點，用以檢討各系所之招生狀況，期能
有效運用各學制招生名額

整併行銷與運籌學系與觀光休閒管理研究所
104學年度起，教育部核定同意合併為行銷與觀光管理學系，採

一系多碩(博)班。兩個系所之整併可整合兩者之資源，引導學生同
時具備多元專長以強化未來競爭優勢，亦有助學校之發展。

未來政策擬朝向，由學院成立博士學位學程，將部分原屬於系級
博士班員額轉到院級，強化學系體質與競爭力，讓博士生能多投入
跨領域研究，同時讓其他未設立博士班之系所及教授一起參與招生
與指導工作，來因應學校未來可能遭遇招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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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學年度博士班報名人數

本校報名人數近3年(101-103學年度博士班)，
報名人數維持95-100人，無明顯下降

29



本校博士班報到率近3年(101-103學年度博士班)，
平均報到率92.33%

30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管考機制

及組織架構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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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事項



102-103年度教學卓越計畫之各執行策略分別訂定衡量

指標 (KPI)，並區分為量化指標與質化指標。

以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為目標管控單位，由副校長擔任

召集人，教務長擔任執行長，分為「進度績效管控」及

「經費預算管控」。

計畫執行之初即訂定經費及績效之每月預定達成率，教

卓辦公室每月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執行成效及進度是

否達成預定目標，每季召開管考委員會議檢核執行成效，

另遴聘校外委員組成諮詢委員會提供諮詢與建議。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管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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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計畫實施組織架構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產學合作：可依學校之強項，擇定相關產業(如農業、
生技)建立合作聯盟，以推動產學合作，並可申請經濟
部、科技部等之相關計畫。

委員建議事項產學發展 01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產學合作：可依學校之強項，擇定相關產業(如農業、
生技)建立合作聯盟，以推動產學合作，並可申請經濟
部、科技部等之相關計畫。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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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1 102 103

申請件數

育成中心協助中小企業
申請經濟部之補助計畫，
包含SBIV 、 SBIR 
中小企業關懷計畫等等，
申請通過率與件數皆有
成長

委員建議事項產學發展 02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目前育成中心已與嘉創密切合作，
包含企業輔導雲端系統與輔導專家
專長整合，並規劃雙方輔導育成定
位，本校負責前中育成待企業體質
健全後，再轉嘉創作後育成服務。

建教合作方面，建議
與嘉義產業創新研發
中心結合申請經濟部
科技發展專案計畫，
在嘉大成立雲嘉南地
區產業界之「育成中
間廠」(Incubation 
Pilot Plant)，將是發
展及推動嘉義地區生
物應用之高科技企業
的利器。

委員建議事項產學發展 03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產學合作對象聚
焦，以期更有系
統的推動產學合
作。

加強產學合作，
縮短學用落差。

鼓勵師長主動爭
取與地方產業合
作研發的機會。

「嘉義大學深耕在地產學服務聯誼活動」

時間：103年4月18日
對象：民雄、嘉太及朴子工業區服務中心

及相關學校及廠商

方式：簽訂產學合作備忘錄

委員建議事項產學發展 04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產學合作備忘錄 (MOU)  -01
1. 工業區廠商概況：
a. 民雄及嘉太工業區：302家
b. 朴子及朴子工業區：60家
c. 嘉太工業區：110家

產學合作備忘錄 (MOU) -02
2. 簽約廠商：51家
a. 生物科技產業：15家
b. 精緻農業產業：13家
c. 機械電子產業：12家
d. 教育與設計產業：11家

委員建議事項 產學發展 05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合作事項：

1. 解決產業實務問題

2. 提供研發與創新能量

3. 共同爭取研究計畫

4. 開闢新的建教合作模式

合作目的：

1. 聚焦在地特色資源

2. 建立學生業界實習平台

3. 縮短學用落差

委員建議事項產學發展 06



學校宜找出特色、重點與跨領域之研究項目， 並組

成團隊而由校方給予經費支持。

特色研究計畫
1. 目的：發掘特色之整

合性計畫

2. 經費：250萬元

3. 經費來源： 103年學
校統籌款

4. 申請計畫： 8件

此特色研究計畫之審查
目前正在進行中。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委員建議事項

學校鼓勵產學相關研究措施

1.產學合作升等法規的新增

2.智財技轉案列入參考著作

3.管理費： 15% 10%
4.計畫結餘款撥給教師全額使用三年

5.產學年度績效佳可減授授課時數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委員建議事項 – 國際化 01
預期績效及成果項下(會議手冊P.41)，讓國際生“體會…台灣

之美＂很好，台灣之美我能領會，但至於“中華文化獨特性＂，
我實在很難理解，希望下次能有比較好的“詮釋＂。

以「辦理中華插花藝術體驗、書法及國畫講座，讓國際學

生學習書法、國畫及插花藝術」進行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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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委員建議事項 – 國際化 01

舉辦駐校藝術家教導瓷盤採繪活動，讓國際學生體驗與欣
賞瓷繪藝術之美與內涵。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招收國際生，讓本地生國際化，初期宜讓本地生更具
國際移動能力。

徵求學伴，促使本地生與國際學生的互動。

委員建議事項 – 國際化 02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加強學生跨文化經驗，並鼓勵學生海外研習，提升國
際視野。

委員建議事項 – 國際化 03

本校學生前往姊妹校泰國湄洲大學及美國奧瑞岡大學進行
海外實習，並前往姊妹校法國南特木業學院及美國愛達荷
大學進行交換課程



101學年度委員建議事項改進情形(摘要)

國際交流宜落實到院系所。

委員建議事項 – 國際化 04

本校生物農業科技學系與姊
妹校印尼布勞爪哇大學簽署
雙聯學位協議

姊妹校泰國湄州大學Dr. 
Warunee Sirijornjaru至本校
植物醫學系短期訪問並指導
學生標本製作



敬 請 指 教 !
棒球本壘! KANO精神! 永不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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