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院、、系所系所9999--102102學年度學年度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撰寫說明會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撰寫說明會

主講者：侯研發長嘉政

99年6月30日



為建立各院、系所為建立各院、系所9999--102102學年度學年度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新版格式，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新版格式，
 

進行雙向溝通及凝聚共識，順利進行雙向溝通及凝聚共識，順利
 

推動本次滾動式修正作業，簡報推動本次滾動式修正作業，簡報
 

結束後，惠請提問指教結束後，惠請提問指教。。



壹、依壹、依  據據

依據99年5月17日召開99-102學年度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工作小組籌備

會議決議辦理。

配合100年度大學校院校務評鑑。

配合本校新修正校務發展總目標。



貳、校務發展總目標（貳、校務發展總目標（1/21/2））

營造人文校園，建構科技環境營造人文校園，建構科技環境

提升教學品質，追求卓越教學提升教學品質，追求卓越教學

強化師生互動，落實學生輔導強化師生互動，落實學生輔導

提昇研究能量，促進產學合作提昇研究能量，促進產學合作



貳、校務發展總目標（貳、校務發展總目標（2/22/2））

提高行政品質，加強推廣服務提高行政品質，加強推廣服務

開拓學校資源，促進校友合作開拓學校資源，促進校友合作

關懷在地文化，增進國際交流關懷在地文化，增進國際交流

維護綠色生態，發展永續校園維護綠色生態，發展永續校園



參、校教育目標參、校教育目標

基於本校校訓「誠樸、力行、創基於本校校訓「誠樸、力行、創
 

新、服務」之精神，培育追求卓新、服務」之精神，培育追求卓
 

越與創新、術德兼備、全人發越與創新、術德兼備、全人發
 

展，能關懷社會，並具備文化意展，能關懷社會，並具備文化意
 

識與全球視野之優秀人才。識與全球視野之優秀人才。



肆、校核心能力（肆、校核心能力（1/21/2））

專業知能專業知能

自我反思與道德實踐能力自我反思與道德實踐能力

人文關懷與鑑賞能力人文關懷與鑑賞能力

獨立思考與創造能力獨立思考與創造能力



肆、校核心能力（肆、校核心能力（2/22/2））

溝通與領導能力溝通與領導能力

公民素養與參與能力公民素養與參與能力

環境保護與服務能力環境保護與服務能力

在地文化關懷與全球意識在地文化關懷與全球意識



伍、伍、9999--102102學年度院、系學年度院、系((所所))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大綱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大綱(1/3)(1/3)

一、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一、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

（一）設立宗旨（一）設立宗旨

（二）教育目標（二）教育目標

（三）院級（三）院級、、系系((所所))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

‧‧基本素養基本素養

––應用核心知能所應具備之一般性能力與態度應用核心知能所應具備之一般性能力與態度

‧‧核心能力核心能力

––學生畢業所能具備之專業知能學生畢業所能具備之專業知能



二、規劃理念二、規劃理念

含含9999學年度組織架構、組織架構調整。學年度組織架構、組織架構調整。

（一）教學（一）教學((規劃未來規劃未來44年之教學重點年之教學重點、、提升教學品質提升教學品質))
（二）研究（二）研究((研究重點、提升研究質量研究重點、提升研究質量))
（三）輔導（三）輔導((師生輔導師生輔導))
（四）國際化（四）國際化((國際交流國際交流))
（五）推廣服務（五）推廣服務((建立產學合作伙伴關係）建立產學合作伙伴關係）

（六）行政服務（六）行政服務((組織創新組織創新))

伍、伍、9999--102102學年度院、系學年度院、系((所所))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大綱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大綱(2/3)(2/3)



三、發展方針與特色三、發展方針與特色

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目標、策略、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目標、策略、

執行措施、執行期程）執行措施、執行期程）

五五、預期成效（質、量化績效指標）、預期成效（質、量化績效指標）

伍、伍、9999--102102學年度院、系學年度院、系((所所))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大綱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大綱(3/3)(3/3)



備註：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格式



範例：範例： ○○○○○○系系  
一、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一、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1/2)(1/2)

（一）設立宗旨（一）設立宗旨

配合我國○配合我國○ ○當前○○當前○ ○與未來發展的需求，○與未來發展的需求，
 德智體群美並重，術德兼修，且以精通○德智體群美並重，術德兼修，且以精通○ ○○ ○○ ○○

 理論與兼具實務應用導向的○理論與兼具實務應用導向的○ ○人才為目標。○人才為目標。

（二）教育目標（二）教育目標

–– 1. 1. 奠定學生堅實專業能力奠定學生堅實專業能力

–– 2. 2. 培養學生培養學生○○ ○○應用與實作能力應用與實作能力

–– 3. 3. 強化學生團隊合作與全方位學習強化學生團隊合作與全方位學習



範例：範例：○○○○○○系系  
一、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一、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2/2)(2/2)

（三）系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三）系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

1.1.學生基本素養學生基本素養

–– 精進精進○○○○專業知識專業知識

–– 培養創新知能培養創新知能

2.2.學生核心能力學生核心能力

–– 具備一項以上本系發展領域之研究能力及具備一項以上本系發展領域之研究能力及
 跨領域之應用跨領域之應用

–– 具備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具備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9999學年度組織架構、組織架構調整。學年度組織架構、組織架構調整。

（一）教學（規劃未來（一）教學（規劃未來44年之教學重點年之教學重點、、提升教學提升教學
 品質）品質）

（二）研究（研究重點（二）研究（研究重點、、提升研究質量）提升研究質量）

（三）輔導（師生輔導）（三）輔導（師生輔導）

（四）國際化（國際交流）（四）國際化（國際交流）

（五）推廣服務（建立產學合作伙伴關係）（五）推廣服務（建立產學合作伙伴關係）

（六）行政服務（組織創新）（六）行政服務（組織創新）

範例：範例： ○○○○○○系系  
二、規劃理念二、規劃理念



配合學校綜合大學之發展，教師研究專長配合學校綜合大學之發展，教師研究專長
 領域為發展方向，未來發展將重視基礎研究與領域為發展方向，未來發展將重視基礎研究與

 應用相配合，並加強與落實應用相配合，並加強與落實○○ ○○ ，帶動區域，帶動區域
 相關相關○○ 發展。在發展。在○○ ○○帶動下，將積極規劃設帶動下，將積極規劃設
 置具競爭實力之置具競爭實力之○○ ，培育，培育○○ ○○ ○。○。

本系本系((所所))發展特色以培養兼具發展特色以培養兼具○○理論專業理論專業
 知識與應用技能之人才，以擔負知識與應用技能之人才，以擔負○○等之實務及等之實務及
 研發能力，為政府部門及學術界提供專才。研發能力，為政府部門及學術界提供專才。

((撰寫內容請結合撰寫內容請結合校級校級、、院級院級之發展與特色，除論之發展與特色，除論
 述後再以條列式說明述後再以條列式說明))

範例：範例： ○○○○○○系系  
三、發展方針與特色三、發展方針與特色



範例：範例：○○○○ ○○系系  
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1/6)(1/6)

項項
 目目

目 標目 標 策 略策 略 執 行 措 施執 行 措 施 執行期程執行期程

教教
學學

1.1.課程及課程及
 教學教教學教材材
 創新創新

策略策略1:1:鼓勵教鼓勵教
 師製作互動式師製作互動式
 教材教材

11--1.1.鼓勵教師教材鼓勵教師教材
 結合本系發展特色結合本系發展特色

11--2.2.鼓勵教師運用鼓勵教師運用
 多媒體互動教材教多媒體互動教材教
 學學

9999

9999--100100

策略策略2:2:參加各參加各
 領域課程教育領域課程教育
 訓練訓練

22--1.1.課程設計結合課程設計結合
 發展特色發展特色

22--2.2.適時調整課程適時調整課程
 標準標準

9999--102102

9999



範例：範例：○○○○ ○○系系  
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2/6)(2/6)

項項
 目目

目 標目 標 策 略策 略 執 行 措 施執 行 措 施 執行期程執行期程

研研
究究

1.1.提升研究提升研究
 之質與量之質與量

策略策略1:1:積極積極
 增取國科會增取國科會
 研究計畫研究計畫

11--1.1.鼓勵本所老師投鼓勵本所老師投
 稿國內外學術期刊，稿國內外學術期刊，
 以增進本所學術能量以增進本所學術能量

11--2.2.鼓勵教師研究成鼓勵教師研究成
 果發表果發表

9999--102102

9999

策略策略2:2:增加增加
 師生研究領師生研究領
 域及擴大參域及擴大參
 與機會與機會

22--1.1.辦理國內辦理國內、、外學外學
 術研討會術研討會

22--2.2.爭取大型整合型爭取大型整合型
 計劃計劃

9999

9999--102102



範例：○○○系
 

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3/6)(3/6)
項項

 目目
目 標目 標 策 略策 略 執 行 措 施執 行 措 施 執行期程執行期程

輔輔
導導

1.1.提升學生提升學生
 學習學習、、生生

 活輔導活輔導

策略策略1:1:
增加師生互動增加師生互動

11--1.1.舉辦新生生活與舉辦新生生活與
 課業輔導，介紹本課業輔導，介紹本

 所老師所老師
11--2.2.安排老師與學生安排老師與學生

 之討論時間之討論時間

9999

9999--102102

策略策略2:2:
關懷個案紀錄關懷個案紀錄

22--1.1.紀錄輔導個案紀錄輔導個案
22--2.2.建立輔導檔案以建立輔導檔案以

 利追蹤利追蹤

9999
9999--102102



範例：○○○系
 

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4/6)(4/6)

項
 目

目 標 策 略 執 行 措 施 執行期程

國
際
化

1.營造校園
 國際化，多
 元學習環境
 與機會

策略1:提供學
 生國際學術交
 流資訊與活動

1-1.規劃全英課程
1-2.辦理國際學術

 研討會

99
100-101

策略2:持續推
 動國外姐妹校
 之學術研究

2-1.鼓勵師生出席
 國際研討會，發

 表論文
2-2.鼓勵教師短期

 出國研究

101

102



範例：範例： ○○○○ ○○系系  
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5/6)(5/6)

項 目項 目 目 標目 標 策 略策 略 執 行 措 施執 行 措 施 執行期程執行期程

推推
廣廣
服服
務務

1.1.促進產促進產
 學合作學合作

策略策略1:1:強化社強化社
 區合作區合作

11--1.1.鼓勵教師參與推鼓勵教師參與推
 廣教育及承接校外廣教育及承接校外

 委託服務案委託服務案
11--2.2.協助社區發展協助社區發展……

9999--102102

100100--102102
策略策略2:2:建立產建立產

 學夥伴關係學夥伴關係
22--1.1.加強與雲嘉南地加強與雲嘉南地

 區區○○ ○○學術合作學術合作
 與服務計畫與服務計畫

22--2.2.積極配合積極配合○○ ○○
 進行研究與推廣合進行研究與推廣合

 作作

9999--102102

9999--102102



範例：○○○系
 

四、未來發展目標與策略(6/6)

項
 目

目 標 策 略 執 行 措 施 執行期程

行
政
服
務

1.提升服務
 品質

策略1:精進行
 政制度化

1-1.制定標準作業
 流程

1-2.推動E化行政

99

100-102
策略2:提升行

 政效率
2-1.辦理並落實開

 源節流
2-2.加強師生互動

 ，設立專案性諮
 詢

99-102

100-102



範例：範例： ○○○○○○系系  
五五、預期成效、預期成效(1/2)(1/2)

（一）質性績效指標（一）質性績效指標

1.1.系所定位明確且具特色，師生信心與向心力系所定位明確且具特色，師生信心與向心力
 

穩健，外界充分瞭解與信任。穩健，外界充分瞭解與信任。

2.2.教學與研究能量與質量提升，系所師生競爭教學與研究能量與質量提升，系所師生競爭
 

力優異，系所知名度與地位提升。力優異，系所知名度與地位提升。

3.3.突顯跨領域科技整合特色，促進傳統農工產突顯跨領域科技整合特色，促進傳統農工產
 

業進步升級，促成生技產業發展。業進步升級，促成生技產業發展。



範例：範例： ○○○○○○系系  
五五、預期成效、預期成效(2/2)(2/2)

（二）量化績效指標

指指
 
標標 9999學年度學年度 100100學年度學年度 101101學年度學年度 102102學年度學年度

研究計畫研究計畫 1515件件 1616件件 1717件件 1818件件

邀請專家學者邀請專家學者
 演講演講
22次次 33次次 44次次 55次次

教師教師SCI SCI 論文論文
 總數總數((篇篇))
66篇篇 88篇篇 1010篇篇 1212篇篇



計畫書修正作業時程(1/2)

召開說明會 99.6.30
邀集各院系所及教務處、

 學務處、進修部、秘書室
 及研發處召開說明會

行政單位計畫
 書初稿

99.7.12 提供學術單位撰寫參考



計畫書修正作業時程(2/2)

繳交計畫書 99.9.17 

各院統一彙整院及所屬系
 所之計畫書，並經院務、
 系務會議通過，紙本核章
 後送研發處彙整（電子檔
 傳送liwen55）

提校務發展委
 員會、校務會
 議審議第2次

 修正

99.10-
 11月

修正後送研發處彙整，提
 請校發會、校務會議審

 議，進行排版、陳核、付
 梓作業



Q  &  AQ  &  A

以上說明，如有任何疑問，
 

惠請提問指教，俾順利推動
 

後續事宜，謝謝！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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