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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務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  席：張校長 清風                                              紀錄：莊立在 

出 席 者：                                                              

當然委員：三位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請假)、學務長、總務長、圖資長、國際長、各學院

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主任、海事發展與訓練中心主任、海洋中心主任、臺灣海洋教

育中心主任(請假)及產學營運總中心主任 

推選委員：(各學院代表及行政人員、學生代表) 

海 運 暨 管 理 學 院： 黃委員俊誠、林委員振榮、古委員忠傑 

生  命 科 學 院：  龔委員瑞林、江委員孟燦、劉委員擎華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陳委員宏瑜、陳委員志炘、周委員文臣 

工    學    院：  林委員鎮洲、吳委員俊毅、陳委員建宏(請假)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王委員榮華、蔡委員國煇、黃委員智賢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共 同 教 育 中 心 ： 

黃委員馨週 

吳委員智雄、顏委員智英 

行  政  人  員  代  表： 莊委員麗珍（總務處） 

學  生  代  表： 邱委員正量(學生會代理會長) 

列席人員：研發處企劃組張組長光遠 

 

壹、主席報告： 

一、校園建設方面： 

(一)在總務處的努力下，歷經時間、精力、溝通、討論與拜託等各種手段的使力下，各項建

築物已陸續開工。目前海洋生物培育館已取得使用執照，未來空間將交由海洋中心統籌

運用。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已於 107 年 9 月開工，預計 108 年底完成結構體。聲學實驗

中心歷經幾次流標後也於 108 年 3 月順利開工。海洋海事教育館規劃一樓為機車停車

場，二樓為教學空間，三-七樓規劃為 270-290 床宿舍，預計今年 7-8 月開工。以上每項

工程除了中央政府的審查，也歷經地方政府 2-4 年的審查，實屬不易。 

(二)圖書館與綜合二館中間的宏廣書屋已於今年 4 月中旬開工，預計今年 7 月完工，完工

後將成為海大另一亮點。 

(三)三個學生餐廳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工學院的餐廳未來還有改善的空間，因應未來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完工後，生活圈越來越活絡，如何留住學生?工學院餐廳將扮演重

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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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祖校區方面： 

(一)馬祖校區各項校園建設、三系課程安排與學生實習安排等，正緊鑼密鼓地進行，並且以

每兩個星期至一個月的頻率召開非常嚴謹的會議，討論馬祖校區未來的運作。此外每學

期我也親自出席與學生的座談，與學生面對面討論馬祖生活學習有關之問題。預計今年

將有 70-80 位學生至馬祖參加 9 月 19 日的開學典禮。 

(二)未來將在馬祖蓋一棟 5000 萬的國際學舍，也承蒙許多校友的大力捐款，希望總務處能

加快工程進度，今年年底能順利開工。 

(三)馬祖校區未來要形塑成馬祖書院，廣邀有名望的國際知名學者，以書院的運作方式與學

生互動，創造馬祖校區成為有別於其他大學的另一個亮點與特色。 

三、桃園觀音校區方面： 

桃園市政府已正式無償撥用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觀塘段 30 地號及 39 地號 2 筆土地給

本校使用，學校正努力規劃校地運用並密切與桃園市政府、鄰近的中油與台電等企業進行

產官學互動，同時也積極進行招商引進知名企業進駐，進行產學合作。 

四、學生學習方面 

(一)在教務處與共教中心的努力下，這幾年著墨在推動學生跨領域學習，放寬各種跨領域學

習的門檻，包括推動雙主修、輔系、次專長與微學分課程。另外共教中心也開設更多元

的通識課程，讓學生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外，學習的觸角也更寬廣。除此之外，也強化學

生國內外實習，鼓勵學生出國，招收外籍生至本校就讀或交流，以上都有非常顯著的成

果。 

(二)學校在推動國際化過程中，目前較缺乏以全英語授課。基本上英語授課在研究所是沒問

題；但在大學部，部分專業課程應該考慮推動全英語授課，希望這樣的轉變能改造學校，

以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三)目前學校已推動全校性必修課程「海洋科學概論」與「程式語言與資料處理」，其中海

洋科學概論教材已被國家地理雜誌認可並出版，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未來請生命科學

院加速推動以食品、養殖與漁業為主的水產概論課程，另外請教務處與共教中心研擬開

設基礎 AI 相關通識課程。 

以上很真誠地跟各位校發委員報告學校近況，學校近幾年來各方面持續在進步，成果

豐碩，也非常謝謝各位的幫忙。希望大家要對學校充滿希望，要非常敏銳地注意時代的變

動，以更積極、開放、前瞻但穩健的步伐與策略往前邁進，否則將會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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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單位推動校務相關發展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詳如附件一，第 7-19 頁)。 

二、研發處報告：(詳如附件二，第 21-33 頁)。 

三、學務處報告：(詳如附件三，第 35-54 頁)。 

四、總務處報告：(詳如附件四，第 55-65 頁)。 

五、圖資處報告：(詳如附件五，第 67-69 頁)。 

六、國際處報告：(詳如附件六，第 71-84 頁)。 

七、產學營運總中心報告：(詳如附件七，第 85-87 頁)。 

八、秘書室報告：(詳如附件八，第 89-98 頁)。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訂 107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係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校務基金應配合年

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執行，國立大學校院並應於次年度公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辦

理。 

二、案內彙整本校各單位自評 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可分為 1. 有效招生、2. 國際

化、3. 縮短學用落差、4. 研究特色化及 5. 校務行政等五大面向，共計 32 項 KPI 。 

三、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詳如附件九，第 99-148 頁)。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出版中心改隸正式編制乙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促進知識發展，本校於106年5月4日行政會議通過出版中心之設置，採任務編組，於

106年7月起開始運作。 

二、出版中心成立迄今年餘，在極有限之人物力編制下，已陸續於107年度出版《IMO初級

航海英語會話》、《風起雲湧海大人物誌》、《咕咾厝下的朝陽》等三本出版品；108年度

新春伊始則已出版《戰爭的島、和平的人-金門、馬祖、我們》一書，本年度另規劃出

版《海洋科學及其時代議題》，以及《水產概論》等兩本書籍。 

三、鑑於學術專書係知識之集成，其發行往往更具顯著之影響力；環顧國內外世界頂尖大

學不僅重視研究論文發表外，多有出版中心或相關單位之設置，除激盪研究成果之廣

泛交流，亦得藉以提升學術影響力與國際能見度；因此出版中心之於高等教育單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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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聲譽提升顯有其正面之助益。 

四、出版品之付梓與發行，除聯繫作者與合作廠商進行溝通之繁複過程，尚有文稿編排校

對、打樣校色、版稅合約協調，以及出版後之行銷推廣活動等繁瑣工作。 

五、本校出版中心現有人力含主任暨組員各一均係任務編組，除兼辦出版中心業務外，實

則仍有原編制內之重要業務需辦理，日前雖已獲鈞長同意增聘助理一名，惟鑒於出版

項目類別日廣、數量日增，現有人力與運作模式已難負荷不斷成長之業務。 

六、為求出版中心業務之賡續發展，擬提請審議出版中心改隸本校正式編制乙案，期能穩

定協助本校於學術專書之發行與學術聲譽之提升。 

七、本案業經108年3月7日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107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提案二十三決議：「本校業已設置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並

訂有設置要點，請總務處研擬修正相關辦法，擴大參與對象，將各學院代表納入委員

會參與相關議題討論」，因此修正本要點第二點部分條文。 

二、另依本校新興工程支應原則第四點，需求計畫通過後由總務處依政府規定法令辦理有

關之後續作業，修正本要點第三點部分條文。 

三、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

(詳如附件十，第149-150頁)。 

決議：照案通過。 

※檢附修正後內容(詳如附件十之一，第 151 頁）。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中心調整為一級行政單位，增列產學營運委員會設置條文並修正本辦法審核單

位。 

二、本案業經 108 年 3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

附件十一，第 153-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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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第五條條文「本總中心設置產學營運委員會(簡稱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二次，

委員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得連任，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修正為：

「本總中心設置產學營運委員會(簡稱本委員會)，……，委員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任

之，聘期一年得連任，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2.餘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檢附修正後內容(詳如附件十一之一，第 155 頁）。 

 

肆、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請同意增列駐衛警察隊為總務處下所屬二級單位，並納入本校組織規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駐衛警察隊成立至今已逾 40 年，原隸屬事務組，惟近年來因業務分工，已獨立運

作並直屬總務處，為符合事實，建請同意修改本校組織規程，將駐衛警察隊納入總務

處組織編制內之二級單位。 

二、本案經本處 108 年 4 月 18 日處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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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持續充實教學之內涵，依本校中長程發展目標成為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

洋頂尖大學，以「活力創新、海大躍進、海大精進」作為發展策略，以海洋特色教學與研究

為根基，在學生學習、產學合作、國際人才及社會責任等層面發揮最大綜效，培育具備基礎

與應用能力並兼具人文素養之科技人才，致力於海洋相關領域之學術與應用發展之世界海洋

人才。在專業化招生、多元管道入學、教師多元創新發展、學生跨領域學習、教學評鑑及校

務專業分析管理，培育學用合一人才，落實教學輔導之關懷，善盡社會服務之和諧，推動終

身學習課程，以達成海洋頂尖大學的目標。 

一、有效招生 

(一)加強廣告及文宣： 

更具海洋特色之廣告及文宣製品透過積極有效之展覽方式或宣導以增加本校之曝光率，

鼓勵更多年輕學子邁入海洋尋求自我。 

1.製作 A3 單張雙面學校廣告文宣，寄發全國各高中輔導室及班級，並於各活動場合廣泛

使用。 

2.刊登考場報、入學指南雜誌、國光客運台北西站燈箱廣告、台北轉運站燈箱廣告、捷運

出口 LED 燈牆廣告等，強力曝光學校招生資訊。 

3.與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IOH 廠商合作製作本校各系所學生在校學習暨生活心得分享，透

過網路平台方式吸引對本校有興趣的學生，並藉由相關數據分析鎖定可開發之學生來

源，以此達到招生宣傳的效益。 

4.透過網路新聞平台、關鍵字搜尋(Yahoo、Google)等，提高網路使用者資訊可及性。 

5.主動發函各離島縣市政府，鼓勵提出高中職生升學名額需求並歡迎就讀。 

6.主動發函各高職參加技藝競賽獲獎之學生及學校，提供本校升學管道及輔導資訊，鼓勵

學生優先選填本校。 

7.積極參與大學與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加強學子瞭解本校各相關科系內容，增加招

生宣傳曝光率。 

8.透過教育部之「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提高使用者對於本校各系之課程規劃、

能力特質及生涯規劃的認識。 

(二)實質交流互動： 

積極與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進行實質交流互動，讓參與交流之師生與家長們對海大產生

另類之新映像，間接拓展海大的獨特性。 

1.辦理大基隆、大台北地區高中職共 21 所校長交流會，鎖定近年來最多學生就讀本校之

高中，主動邀請各校師長蒞臨指導，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俾利後續實質交流。 

2.主動發函至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邀請高中生至本校參訪，107 年度辦理本校教師赴校外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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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宣導講座 26 場次，高中蒞校參訪活動 7 場，並應高中端邀請至 17 所高中參與其辦

理之大學博覽會設攤宣導，約計有高中師生 6,000 人次參與，積極爭取招生宣導機會

俾提升學生選擇就讀意願。 

3.培訓校園招生大使及安排種子教師至高中宣導，並開辦”海洋探索”先修課程，由海大教

授前往高中端授課，修課學生未來進入海大可抵免通識學分，鼓勵高中學子就讀海大。 

4.舉辦高中教師研習課程，藉以建立互動平台，擴大交流成效，俾利高中職端與大學端能

更強化教學資源分享與交流。 

5.舉辦高中生海洋營隊活動，以活潑生動方式呈現海洋專業知識，並搭配參訪及實作體

驗，激發高中生對海洋的熱情與火花，讓學生對於海洋及海洋相關產業與學術研究領

域有更深層的認識。 

(三)招生專業化發展： 

針對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及總體課程目標，招收符合本校及各學系選才目標之學生，相關

具體做法如下： 

1.招生單位專業發展：建立招生人員培訓機制。 

2.建立各招生學系審查評量尺規：達到專業書審及有效面試之目標。 

3.重視學生學習歷程：除入學考試成績外，申請入學另參採學生綜合學習表現。 

4.試辦公告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予考生：使學生能更清楚各學系所重視之

項目與特質，並提供最切適之審查資料。 

二、學生多元入學管道 

本校在學生多元能力及入學管道之推行擬朝更具多元化之規模邁進，除了本校原有各類

入學管道外，亦積極規劃新方案以達生元多樣化目的。 

(一)積極爭取大學部外加名額及學生來源多元化： 

配合校長政策更積極爭取大學部外加名額及學生來源之拓展。 

1.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外加)：108 學年度招收 19 名(分發 17 名、全部報到)。 

2.原住民學生(外加)：108 學年度繁星推薦招收 35 名、個人申請招收 46 名原住民生，共

計 81 名。 

3.運動績優：108 學年度甄審(外加)招生名額 25 名，單獨招生(內含)招生名額 14 名。 

4.身心障礙(外加) ：108 學年度單獨招生招收 7 名，甄試招生招收 9 名。 

5.離島外加：108 學年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提供 19 名離島外加名額、大學個人申請招生 1

名。 

6.特殊選才(內含)：獲教育部核准 108 學年招收 65 名(報到 64 名)。 

7.為鼓勵弱勢族群學生升學並善盡社會照顧責任，108 學年度於個人申請管道提供每系組

優先錄取弱勢學生(含馬祖地區)取至多 2-3 名，合計提供招收 5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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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擬研究所招生策略以求逆境突破： 

為因應少子化與學生就業市場適職能培育，推動簡化考試申請流程、降低考試報名費用、

主動至校外招生（包含學校、補習班、職場）。 

1.推動考科簡化、取消筆試、線上書審等方式，提升考生報考意願。 

2.規劃跨系所組別聯合招生，提供考生報考一系所組並選填其他系所組別為志願序的方

式，再依簡章規定分發錄取，除增加考生錄取機會外亦提高系所名額使用率。 

3.簡化報到作業流程，透過第一階段線上報到的方式提高報到率，也提供即時更新的報到

遞補狀態供備取生查詢。 

4.為鼓勵優秀學生續留本校就讀研究所，除放寬申請條件及名額外，另發給五年一貫獎學

金，108 學年度研究所共有 201 名五年一貫學生報名(甄試 129 名，考試 72 名)。 

5.降低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考試報名費用(除資料審查為 800 元，其餘為 1,000 元)，另

報名食品安全研究所及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08 學年度碩士甄試未獲錄取者，報考 108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免費，以增加考生報名意願。 

6.主動至校外招生：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於暑假期間至補習班進行 4場次招生。 

三、培育學生跨界專業能力 

(一)鬆綁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法規門檻，放寬申請資格，取消申請成績資格限制，並訂定

全校性輔系及雙主修學分限制，降低雙主修學分為各學系必修課程學分或必修與選修課

程 75 學分內，輔系為各學系訂定專業課程 20-24 學分，並於必修科目表中載明，修習

之課程得列計為主修學系之課程畢業學分，提昇學生修習意願，以鼓勵增進跨領域專業

之學習。 

(二)放寬轉系資格，本校在學學生修業滿一年(延畢生除外)便得申請轉各學系相當或降低之

年級，以鼓勵學生適性發展，在就學期間找到人生志趣職場方向。 

(三)依各學系具備之不同特色需求，重新規劃各學系之基礎資訊課程內容，藉由各式軟、硬

體設備，建置資訊科技化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具運算思維、資料處理及專業軟體應用能

力。 

(四)為推動次專長領域課程，各學系已規劃每類 9 至 12 學分之跨領域次專長課程，提供外

系學生修習，並延長申請時間至 108 年 2 月 22 日(五)止。學生可直接至教學務系統選

擇想修的次專長並送出申請。所修得學分於規定之申請期限經審核通過，得納入畢業學

分取得次專長證書，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拓展多角化學習觸角。 

(五)加強各學系專業課程增能，訂定管理、經濟、行銷、傳播、物聯網及大數據等六大專業

領域課程，各學系規劃並開設六大領域內所屬專業外之課程，培養學生各領域基礎知能，

拓展基本能力思維。 

(六)推動學院必修課程，院共同必修課、管理基礎課程之整合，運用院內教學資源、強化大

學部學生基礎課程訓練，提升基礎學科之能力外，不同學系之大學部學生更可藉由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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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必修課而增進彼此交流，強化學生之跨領域基本知識。 

(七)推動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學生彼此跨校選課及輔系、雙主修之合作，以提升各校學術交流，

豐富不同領域的課程供學生自由選擇，使學生有更多元的選讀方案，增進跨專業多元學

習管道，培育學生具備跨領域知能。 

四、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一)自我評鑑機制認定 

為建立完善之自我評鑑機制，特依據大學法、大學評鑑辦法、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及國內

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要點之規定，同時在符合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

業原則及參考高教評鑑中心之作業規範下，訂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貫徹自我評鑑

回饋改善機制，以達本校永續優質經營的品質保證目標。 

(二)校務自我評鑑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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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務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日期 第二週期校務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相關資料 

 

 

 

 

 

 

 

 

 

 

 

 

 

 

 

 

 

 

 

 

 

 

 

 

 

 

 

 

 

 

 

 

 

 

 

 

 

 

 

 

 

 

 

 

 

 

 

 

 

第二週期校務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 

 

第二週期校務自

我評鑑報告書、

佐證資料(提交至

教務處學術服務

組，後續將送實地

訪評委員審查) 

 

 

 

實地訪評現場相

關佐證資料 

自我評鑑實地訪

評委員建議 

 

 

 

 

 

 

教育部實地訪評

報告書 

(委員建議) 

提交並上傳自我評鑑報告書至高教評鑑中心(已完成) 

啟動評鑑作業 

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提送校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及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並修訂確認(已完成) 

公布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計畫並召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已完成) 

自我評鑑報告書定稿(已完成)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前置作業安排與現場佐證資料準備(已完成)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已完成) 

針對實地訪評委員建議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書(已完成) 

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已完成) 

教育部實地訪評(已完成) 

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書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確認(已完成) 

研擬第二週期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已完成) 
106.1 

106.2 

106.3 

106.7 

106.10 

106.11 

107.2 

107. 

5.3-4 

106.9 

106.12 

107.8 

評鑑結果之後續改善追蹤 

規劃準備及編撰自我評鑑報告書(已完成) 

自我評鑑報告書提送校級自評執行工作小組進行審議及 

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確認自評實訪委員名單(已完成) 

高教評鑑中心寄送實地訪評報告書(委員建議) (已完成) 

召開自我指導委員會(10/31) (已完成) 

學校提出意見申覆作業(本校毋須申復)(已完成) 

 (委員建議) 

107.9 

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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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實校外實習及產學合作 

(一)導入職涯導師制度 

為協助學生探索職涯方向，學生入學時需擬定生涯規劃地圖，並利用分組導生時間晤

談，並針對地圖方向選修課程以及課外社團活動，累積五育護照。 

(二)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 

加強校外實習保障，額外幫陸上實習學生辦理 200 萬元意外險，海上短期實習學生則

辦理 300 萬元附加型意外保險，海上中長期實習學生則辦理船員海上再保保險（其中，

持船員手冊參與海上實習之學生依規定保以船員保險），以上費用由學校支應。107 學

年各系所校外實習人數 918 人(含學士及碩士，實習期間為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107 學年共 23 系所提供學期間校外實習機會。 

(三)教師學術與產學實務鏈結 

提升教師赴產業見習，並將見習成果融入課程教材，以提升教材實務內容，提供相關

措施補助教師赴產業見習相關費用。 

(四)辦理產業博覽會、建立產學追蹤網絡 

領先他校邀請各產業工會蒞校辦理產業博覽會，以了解產業概況以及實習工讀機會。

建立學生校內活動紀錄平台，建立學生專屬履歷供求職與實習用途，學校亦可透過平

台了解學生流向。 

(五)同步校友服務中心校友資料庫 

整合校內校友紀錄以及活動平台，統合各系所電訪校友以及各部所需調查流向問卷及

對象，統一電訪調查，避免重複打擾校友。 

六、教師的學習平台與發展 

(一)教師跨域知能 

1.飛鷹翱翔計畫：108 年度飛鷹翱翔計畫改為 2 月及 8 月份得申請計畫，促使新進教師於

適當期間獲得輔導資源，目前共 8 組教師社群執行中。 

2.教師增能培訓：3 月 8 日辦理「TronClass 的應用與分析」講座，邀請業師分享如何依

據 TronClass 平台的學生學習歷程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回饋教師教學設計。另 4 月 26

日預計辦理「玩出創意活動利工作坊」、5 月 23 日規劃「從精準醫學到精準教育」及 6

月規劃「大學的網路行銷」等培訓課程。 

3.北聯大跨校社群：臺北聯合系統大學之教師共同籌組教師社群，促進四校教師彼此交流

與合作，本校教師共提出 4 組社群申請案，分別為「海大北科大之寶玉石課程開發」

(陳惠芬老師)、「在電動機驅動控制方面的學術交流活動」(林正凱老師)、「USR UP! 大

學社會實踐與地方創生」(曾聖文老師)及「海洋休閒運動研究團隊」(嚴佳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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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數位轉型 

1.數位教學推動小組：本校成立數位教學推動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學校數位教學的

新策略，依討論方向研擬數位教材開發等獎勵措施，促教師教材轉型。 

2.開放式課程教材製作：推動數位學習及學生自主學習資源，補助教師製作開放式課程教

材，本年度共核定 4 案。 

3.主題式數位教材開發：鼓勵教師開發主題式數位教材，各主題之影音教材以 3 個單元

為原則，每單元約 5 至 10 分鐘，本年度共核定 6 案。 

4.磨課師線上課程：應用英語研究所黃如瑄老師開設「英文摘要輕鬆寫」MOOCs 於 108

年 3 月 5 日假「學堂在線」授課。本校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本年度共同合作開發「人

工智慧科技應用」之課程，本校負責智慧海洋主題，由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吳俊毅教師

授課。 

(三)教法精進創新 

1.智慧教學：鼓勵教師將智慧載具融入課程教學，本學期共計核定 11 案。 

2.智慧講堂：建置互動式教學設施，將傳統教室轉型為兼具討論及數位功能之教室，友善

教學環境。 

3.教學實踐研究先導計畫：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並輔導教師參與教

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強化本校培育人才任務，特規劃校內型先導養成計

畫，本年度共核定 16 案。 

4.師資培育探究與實作導向課程：本校鼓勵以問題導向設計師資培育課程，引導師培生將

所學應用於真實情境，培育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等能力，本學期共核定 4 案。 

5.創新教學推動小組：本校成立創新教學推動小組，委員透過定期會議，討論校內多元創

新教學，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之相關策略。 

(四)課程實踐應用 

1.學院教學品質提升計畫：本校推動學院跨域整合及強化學系的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學術

與產業並進，養成自主學習能力，透過「跨領域學習方案」、「學術與實務鏈結方案」、

「學習強化方案」及「招生精緻方案」四大類型組成，本年度共 7 個學院 20 個學系提

出申請，皆獲得補助。 

2.主題式課群先導計畫：本校鼓勵學系重新檢視教學目標及課程地圖，以真實問題串聯課

程(課程可跨院系)，重新建構主題式課群，並設計適當之教學教材，本年度共核定 6 案。 

3.程式設計系列課程：為鼓勵學院完善程式設計課程規劃及連結性，推動程式語言跨領域

次專長方案，本年度共核定 2 案。為強化全校基礎程式設計能力，本校就基礎課程搭

配教學助教，本學期共補助 14 件。另辦理「python 新手村」、「python 深度學習」及「遊

戲開發 unity」等學生學習社群，提升校內學生自主學習程式設計風氣，截至 108 年 3

月參與人次約 62 人。 

4.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領域系列課程計畫：為展現人工智慧領域多元應用與不同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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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連結與相依關係，鼓勵本校教師跨域合作人工智慧相關系列課程，本年度第一

期「課程規劃期｣共核定 4 案，以期規劃出合適的學習歷程，提供本校學生更多學習選

擇。 

七、培養學生創意創業軟實力及國際移動能力 

(一)境外研修與實習 

1.學生境外學習，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境外研修與實習截至 108 年 3 月 25 日止，申請學

生共計 72 位，人數詳情如下表所示。 

2.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持續接受本校同學申請中。 

學系所 人數 學系所 人數 

航運管理學系 14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18 

運輸科學系 2 河海工程學系 4 

食品科學系 7 電機工程學系 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4 資訊工程學系 5 

海洋生物研究所 6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5 海洋環境資訊系 1 

輪機工程學系 1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 

商船學系 1   

(二)積極性補強 

1.以數位混和實體提升基礎科目能力，拍攝部分固定之基礎科目影片上傳至 tronclass，將

逐漸將補強教材數位化。 

2.新增程式設計課後輔導課程，邀請資工系優秀同學擔任課程助教，教授 python、unity，

並開放同學詢問程式設計相關問題。 

(三)校園多益考試及補助 

為提升學生英文能力，每學期於校內辦理英文檢定考試，一年補助四次考試報名費 500

元，成績如達到與多益中高級同等級距成績核發優異獎勵金 500 元，如達到高級則核發

特優獎勵金 1000 元，，並獲贈獎勵乙張，鼓勵同學考取英文測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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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弱勢輔導(璞玉發光獎助學金) 

提供多元方案的跨域學習獎學金、享薦 MOOCs 璞玉獎勵計畫、一般及專業證照補助，

擬增訂成績進步獎勵金等，並開設系列輔導課程及證照班，除了給予弱勢學生實質的經

濟協助，提供學生跨域學習管道及更多學習機會。鼓勵同學加入地方創生行列，服務鄉

里，達成社會實踐的目標。 

(五)創客計畫(搏浪計畫) 

1.創業培訓：本中心預計主辦 4 場創業工作坊，另外與產學營運中心合辦 2 場工作坊 

2.跨校合作：預計與政大、北大、大同聯合舉辦 1 場營隊 

3.每學期辦理創客競賽以及相關培訓活動，以陪養海大優秀學生團隊。 

八、一般行政推動 

服務學習：本校鼓勵學生透過服務從中獲取習得經驗，培養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與向心

力，讓學生從服務學習中獲得自我成長與提升對社會的關懷。 

九、大學社會實踐責任(USR) 

(一)地方創生學苑 

1.自 3 月中旬起承租海科館區域探索館 2 樓空間為地方創生學苑基地辦公室及成果展示

場域，以進行在地漁村之區域創新推動工作。學苑基地預定進行規劃包括架接在地食

材直售 020 友善平台與區域特色品牌產品進駐銷售，以及食材料理學習體驗課程與食

材快閃食堂秀等推廣活動。 

2.架設在地創生官方網站，作為計畫成果、教育推廣、活動報名、餐食預約、食材宅配等

平台。 

(二)八斗子國際海洋村 

1.世界海洋日：與基隆市海洋關懷藝術協會於 6/7-6/9 舉辦『母親的海洋』書畫靜態展覽

及海洋教育活動。 

2.國際志工營：預定與女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討論黑克松計畫之進行及國際志工營之可

能性與具體規劃。另將結合校內英、日文師資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之培訓體制共同

培育不同語種之導覽人才。 

(三)北海優鱻整合計畫 

1.水產品多元化：目前著手進行劍蝦泡麵的開發，研究配方與調理方式，期望能調配出使

消費者接受的口味。 

2.復育海洋資源：辦理 1 場花枝放流活動外，另增加花枝和花蟹的生物學研究，並導入海

洋資源復育工作的導覽中。 

3.移工華語師資培育：於 108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28 日期間辦理 100 小時之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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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民醫療照護：與三軍總醫院合作規劃每季主題，至漁村進行義診及衛生教育宣導。近

期場次預計在 108 年 4 年 10 日於八斗里民活動中心舉行，主題為銀髮族營養新食代。 

(四)生態優鱻整合計畫 

1.重點文化保存-馬祖文化生態導覽:為深耕在地海洋文學網絡，以文學、影像紀錄，深化

島嶼和海洋文化意象。透過本校駐校作家汪啟疆老師、廖鴻基老師授課培訓在地學子，

以利提升在地海洋文學教育。本校與連江縣北竿鄉塘岐國民小學、連江縣立中山國民

中學、國立馬祖高級中學合作，於 108 年 4 月 30 日至 108 年 5 月 4 日、9 月推動海洋

文學教育系列活動，本期預計辦理 2 場。 

2.課程在地實踐-三創課程導入場域:為建構馬祖地區漁村漁業和漁業的永續發展與創生

轉型機制，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及本校馬祖校區未來國際化發展方向。透過 2 門三

創學程課程(地方文化與社區營造課程、創意行銷與實務課程)辦理馬祖地區社會實踐暨

田野調查活動，帶領學生至馬祖場域進行田野調查，編製北竿生態文化多國語言導覽

系列手冊、設計北竿生態文化微旅行遊程、文創商品及拍攝北竿觀光行銷微電影，本期

預計辦理 3 場。 

3.居民醫療照護-馬祖漁村健康義診:為提升漁民整體健康情況並減少青年人口外流，完善

馬祖地區之漁民健康促進體系，以傳達健康知識與概念，達到漁村人口健康生活的永

續發展。本校與連江縣政府和臺北醫學大學合作，於 108 年 01 月 21 日至 108 年 01 月

29 日、7 月底及 10 月底推動馬祖漁村義診及健康促進系列活動，本期預計辦理 3 場。 

4.漁業資源永續-開發在地多元商品:為培養本校學生有研究實驗產業化之概念，黃培安老

師團隊推派 2 名大三學生以 2 週為限，進行有效率的藻類絲狀體蛋白應用產業評估，

提供英麥格理科技公司一份評估計畫書，以利討論其產業化之可行性。並同時讓學生

瞭解產業思維及效率之重要性。 

(五)三創學程課程 

1.為培養共同基礎能力開設專案管理實務及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等兩門基礎課程；通識

核心能力開設商業創新領域課程、文化創意領域課程、社會企業領域課程，包含深碗課

程，課程包含美感、創意及實務等三個面向，各面向至少修習一門課程。 

2.本學期共開設 12 門課程，增設臺灣美術與社會(美學)、影像配樂編曲製作(美學)、 物

聯網實務應用(科技)。 

十、校務專業管理能力檢核與發展策略 

本校校務研究辦公室，透過各項推動方案，有助於修正調整教學模式與做法，提供日常作

業或校務重點決策上，達到精進辦學成效，各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一)高教深耕計畫協助事宜：教育部來文通知將於 109 年 3 月到校進行該計畫實地訪評作

業，且於 108 年 1 月 15 日前須完成計畫執行年度成果報告，故學術服務組已根據教學

中心所需提供高教深耕計畫業務列表，並提供相關數據資料表，預計建立相關平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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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至校內推動教學品保之數據平台。 

(二)辦學資訊公開化：撰寫辦學績效報告，目前已完成初稿進行一校，預計 3~4 月完成 2 校。

校務研究績效報告為揭露學校辦學經營績效，利用一系列詳實的數據、完備的指標，進

行長時間資料的蒐集、綜整、比較與分析，提供實證性分析結果以作為管理決策的重要

依據，進而增加辦學透明度、回應各相關責任的訴求提供支援。 

將匯入教育部建立之「全國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內含學生、教師、職員、研究、校務

等面向之基本資料，除提供各系所、行政主管使用外，亦可作為校內推動系所教學品保

之重要資訊平台。並於 108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線(http://irweb.ntou.edu.tw:20000/mashup-

ui/page/home)校務研究校務資訊公開網站電腦版如圖 1.1，手機板如圖 1.2 所示，模組列

表如表 1.1 所示。 

 

圖 1.1 校務研究校務資訊公開網站電腦版 

 

圖 1.2 校務研究校務資訊公開網站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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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校務資訊公開網站模組列表 

模組屬性 表號 內容 

學 1 正式學籍在學學生人數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學 2 學生就學情況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學 3 原住民學生資料統計表 

學 4 僑生、港澳生及大陸地區來台學生資料統計表 

學 5 外國學生資料統計表 

學 6 雙聯學制學生人數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學 7 外國(境外)學生來校修讀「非學位生」進修、交流統計表 

學 8 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學 9 校際選課、輔系、雙主修及學分學程學生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學 10 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10 月填報) 

學 12 學生休學人數統計表 

學 13 學生退學人數統計表 

學 14 年齡別學生人數表(10 月填報) 

學 17 學生通過公職考試與證照統計表 

學 18 學生通過外語證照統計表(10 月填報) 

學 19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等成效統計表(10 月填報) 

學 20 畢業總學生人數表(10 月填報) 

學 20-1 畢業總學生人數表 

學 22 日間學制學士班(含副學士)一年級入學新生來源統計表(10 月填報) 

學 23 學校「博士畢業滿 1 年學生」之工作情形調查表 

學 24 大學學系、所、學位學程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新生註冊率」統計表 

研 2 專任教師或學術及競賽榮譽獎項統計表 

研 3 專任教師獲 Fellow 會士、院士榮譽獎項統計表 

研 4 學校學術研究計畫成效表 

研 5 學校補助專任教師研究、進修之獎補助人次及金額表 

研 6 學校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情形 

研 7 學校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研討會統計表 

研 8 學校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表 

研 9 學校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表(3 月填報) 

研 10 學校承接產學計畫案件數表(3 月填報) 

研 11 學校產學合作單位數統計表(3 月填報) 

研 12 專利、新品種、授權件數表(3 月填報) 

研 13 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表 

研 15 擔任產學合作計畫／委訓計畫主持人數統計表 

研 16 專任教師發表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明細表(3 月填報) 

研 17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資料明細表 

研 18 專任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資料明細表(3 月填報) 

研 19 專任教師展演活動資料表明細表 

校 1 校舍建築物面積統計表 

校 2 校地校舍面積明細表(10 月填報) 

校 3 學校自有學生宿舍表(10 月填報、3 月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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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屬性 表號 內容 

校 4 學校租用學生宿舍表(3、10 月填報) 

校 5 學校學生住宿狀況表(10 月填報) 

校 6 學校圖書收藏冊數、非書資料及現期書報統計表(10 月填報) 

校 7 圖書館服務及館際合作情形統計表(10 月填報) 

校 8 購買圖書經費及捐贈圖書冊數統計表 

校 9 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補助統計表(3、10 月填報) 

校 10-1 補助弱勢學生助學金統計表 

校 10-2 配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其他助學措施統計表 

校 11 開設全外語授課之院、系所、學位學程統計表 

校 14 系所專業必、選修實際開設學分數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校 15 畢業學分結構表(10 月填報) 

教 1 專兼任教師明細表(3 月、10 月填報) 

教 2 專任教師評鑑辦理情形表 

教 3 專任教師通過升等明細表(10 月填報) 

職 1 職技人員表(10 月填報) 

職 3 學生輔導人員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職 4 學生輔導情形統計表 

職 5 專任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統計表 

校務研究

議題分析 

1 轉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2 特殊生學習成效分析 

3 教室使用率統計 

4 不同入學管道入學、在學成績分析 

5 特殊選材學生在學成績分析 

6 畢業生流向分析模組 

7 特殊選才分析模組 

8 轉系分析模組 

(三)其他校務研究相關交辦事宜： 

1.彙整完成 104~107 年辦公室校務研究工作進度簡報。 

2.完成校長關心議題分析:包含進行提早畢業、二一廢除制度後二一學生人數、被當課

程比率、延畢生人數與繳交學費分析、運動績優生學習成效及其延畢情形。 

(四)教育部的整合資料庫：定期於「我國高等教育校務研究跨域整合資料庫」平台上提供本

校「學生基本資料（六項）」及「畢業與就業資料（四項）」。 

(五)校務研究研討會/期刊： 

1.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AIR)期刊：每季投

稿一篇本校校務研究之重要發展與成果，藉以提升本校能見度及展現資訊公開化之目

的。 

2.於臺灣教育大學-2018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之論文集刊登「探討五年一貫

學程實施成效」論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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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發處報告 

一、辦理本校籌設校區事宜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馬祖校區 

(1)完成「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馬祖校區辦學成果與未來發展計畫」計畫書，並於 108年

1月 2日以海研企字第 1080000035號函，檢附計畫書乙式三份報教育部審查。 

(2)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馬祖行政處設置要點」並完成公告。 

(3)教育部 108 年 2 月 2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214773 號函，同意本校增設馬祖行政

處，下設「教研組」及「校務組」。 

(4)完成馬祖校區籌設計畫 107 年度成果報告書，並於 108 年 2 月 19 日以海研企字第

1080002459 號函，檢附 107 年度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各 1 份報教育部結

案。教育部 108年 2月 26日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25856號函同意備查。 

(5)教育部 108 年 3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10063 號函，同意照撥本校 108 年第

1期補助經費新臺 720萬元(經常門)。未來本校請撥第 2期經費時，應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第 1 期補助經費執行率達百分

之 70以上時，使得請撥第 2期補助經費。 

2.桃園產學分部 

(1)業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以海研企字第 1070025974 號函，檢附本校桃園產學分部計

畫書報教育部審查。 

(2)教育部 108年 4月 1 日臺教高(三)字 1070222996 號函，請本校增修計畫書內容，包

括：未來營運之收支，透過敏感度分析編列具體財務計畫，提出倘無法達成財務計

畫目標時之具體因應配套措施，可用資金變化情形，營運後成本推估等資料。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馬祖校區 

(1)持續追蹤補助款經費核銷進度，並辦理後續向教育部請款事宜。 

(2)與連江縣政府共同發展海洋特色研究領域。 

(3)協助校內教師申請連江縣政府委辦計畫。 

(4)持續向教育部爭取每年經費補助，以利馬祖校區永續發展與經營。 

2.桃園產學分部 

(1)待教育部核可後辦理後續籌設事宜。 

(2)以「海洋環境暨藻礁展示教育中心」、「觀賞水族與經濟水產研發中心」、「水產食品

冷鏈創新智慧物流中心」，與「藻類培育區」作為規劃主軸，落實創造當地就業服務

的機會同時促進產業升級，實現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樣永續發展之理念。 

-21-



二、各項獎勵補助暨計畫爭取 

  ★校內獎勵補助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 

1.相關法規增、修訂 

(1)107年 11月 7日通過廢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約用人員待遇支給參考表」。 

(2)107年 11月 21日海研計字第 1070024044號令發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出席國

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練補助辦法」。 

(3)107年 11月 21日海研計字第 1070024117 號令發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獎勵學

術研究辦法」。 

(4)107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及新增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計畫專任行政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5)108 年 3 月 19 日海研計字第 1080005361 號令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結

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辦法」。 

(6)108 年 3 月 26 日海研計字第 1080005362 號令發布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論

文發表補助辦法」。 

2.學術獎勵委員會 

108年 3月 19日召開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會議審查補助教

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及國際短期學術訓練共計 1件、增進社會服務獎勵案共計 19

件。 

3.校長設備費 

108 年度第 1 次校長設備費申請共 18 件，合計申請金額為新臺幣 694 萬 5,336 元，已

於 108年 4月 1日完成審查會議，會議紀錄刻正陳核中。 

4.107年度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 

107 年度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依據各研究中心計畫核准行政管理費及技轉金額計

算，總額第一名為海洋工程科技中心，第二名為振動噪音工程研究中心，進步獎為先

進製造工程研究中心；將於行政會議中由校長頒獎勉勵。 

5.108年度「教師論文發表補助」 

108年「教師論文發表補助」申請案(至 108年 4月 8日止)共計 23件；海運暨管理學

院 1件 9,500元、生命科學院 11件 23萬 1,156 元、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1件 3萬 9,002

元、工學院 5 件 17 萬 0,637 元、電機資訊學院 5 件 19 萬 7,427 元，補助金額共計 64

萬 7,722元。 

6.本校師生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補助 

(1)107年度申請「本校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案(至 107 年 12月 31日

止)共計 10 件；海運暨管理學院 3 件 11 萬 4,000 元、工學院 2 件 6 萬 9,265 元、電

機資訊學院 1 件 4 萬元、人文社會科學院 2 件 11 萬元、共教中心 1 件 3 萬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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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補助金額共計 36萬 5,265元。 

(2)108年度 1-3月本校學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機票、註冊費及生活費補助者共 26人次，

約計補助新臺幣 50 萬 3,937元。 

7.補助專案研究人員聘任審查會議 

107 學年度第 1 次補助專案研究人員聘任審查會議於 108 年 1 月 8 日召開通過新聘案

2件，續聘案 4件，改聘案 1件。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參與研究相關資源，以提昇研究論文發表之品質與數量，並提高本校

之學術地位及聲譽，另將本校「教師出席國外舉辦國際會議」補助經費提高至陸萬元。 

2.持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培養師生國際觀，增添相關專業期刊之圖書，充實教學資源，

促進專業知識及學術之交流。 

★外部獎勵補助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 

1.科技部 107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補助核銷 

107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申請」獎勵金 608 萬 4,178 元，補助期間自

107年 7月 1日起至 108年 7月 31日止，辦理公告申請、審查、核銷、結案及績效報

告作業。 

2.科技部 107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結案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補助新臺幣 276 萬 4,000 元整，於

108年 2月 28日結案，補助期間自 107年 1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 日止，檢送收

支報告表、印領清冊、經費彙總表及績效報告，送科技部結案。 

3.科技部 107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26件計畫結案，註銷 1件，繳回 6,000 元，檢送

收支報告表及印領清冊送科技部結案。 

4.申請 107年度「傑出研究獎」共 5件，海生所黃將修老師、河工系李光敦老師、運輸系

游明敏老師、環態所周文臣老師、航管系王文弘老師。  

5.科技部 108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補助申請 

108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申請」獎勵金 903 萬 925 元整，補助期間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較上一年多 294 萬 6,747 元，撰寫計畫書申

請補助。 

★外部計畫爭取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 

1.辦理 107年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計畫請款案 1件，食科系黃崇雄老師。 

2.申請 107年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計畫申請案 1件，食科系方銘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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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年度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第 3 梯次價創計畫延續案通過 1 件，生科系林翰佳老

師。 

4.辦理科技部「108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申請案 1件，輪機系王榮昌老師。 

5.農委會水保局 108 年度創新研究計畫獲核定兩件，為河工系許世孟老師及共教中心周

維萱老師。 

6.科技部 108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案共計 63件，申請案函送科技部審核。 

7.教育部 108 年度「學海系列」計畫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研修(實習）計畫書業於 108 年

3月 26日完成線上計畫書送件申請，本次學海飛颺計畫計有 42位學生提出申請，學海

築夢共 3 件子計畫案，新南向學海築夢共 5 件子計畫案，依教育部要點規定，各補助

核定金額將於 108年 5月 31日公告。 

8.科技部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案：108 年至 4 月止共 21 件申請案，7 件核

定通過，7件不通過，7件審查中。 

9.科技部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申請案：108年至 3月止共 2件申請案，均核定通過。 

10.科技部補助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及兩岸科技研討會申請案：108 年度截至目前共 6 件

申請案，均在審查階段。 

11.科技部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合作辦理「2019年度臺日青年科技人才交流

－選送自然科學領域博士生赴日研究」申請案：本校共 1件申請案，核定通過 1件。 

12.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大批計畫 283 件、大批新進人員計畫 25 件、人文學術性

專書計畫 2件、女性從事科技研究計畫 2件、產學合作計畫 13件、綠能科技聯合研發

計畫 1件及優秀年輕學者計畫 11 件。 

13.申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研究群」申請案 1件，運輸系游明敏老師。 

14.申請「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拋光計畫)」1件，海生所彭家禮老師。 

15.申請「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1 件，海文所黃麗生

老師。 

16.申請科技部推動「太空產業關鍵技術研發專案計畫」案 1件，河工系許泰文老師。 

17.辦理科技部「哥倫布計畫」申請案 6件。 

18.辦理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案核定案 1 件，輪機系張宏宜老師，辦理 STRIKE 系統登錄、

簽約請款及先期技轉相關事宜。 

19.辦理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 2件，食科系方翠筠老師、運輸系高聖龍老師。 

20.辦理「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得獎申請案，造船系鄭明宏博士。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鼓勵教師進行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訪或演講，並推動國際合作計

畫，以朝向國際化目標努力。 

2.協助本校建立優質研究團隊，爭取外部計畫。 

3.強化跨國產學與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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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積極配合教育部學海系列學生研修(實習)計畫宣導及作業，選送優秀及清寒學生赴國外

進行研修及實習(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 

5.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培養學生國際價值觀，同時增加本校學生在國際學術

會議優良研究成果曝光度。 

6.依據各院所學術交流需要，鼓勵各院教師定期參與國外姊妹校（含大陸地區）學術活動，

實質與姊妹校師生保持友好合作關係。 

三、辦理 109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109學年度總量提報作業共分三階段： 

(1)第一階段：系所增設 

A.特殊項目，博士班及醫事、師培相關學碩調整、師培停招案；提報時間：108年1月

7日-1月31日。 

B.一般項目，學、碩增設調整案及學、碩、博之停招裁撤案；提報時間：108年2月11

日-3月15日。 

(2)第二階段：招生名額總量；提報時間：108年7月18日-7月31日(以後續教育部公文為

準)。 

(3)第三階段：招生名額分配；提報時間：108年8月19日-8月30日(以後續教育部公文為

準)。 

2.依教育部 108 年 1 月 7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70227147 號函規定事項與提報時程，完成

辦理第一階段特殊項目增設案；本校 109 學年度共申請 2 案，分別為：(1)增設「人文

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博士班」案。(2)增設「運輸科學系博士班」案。 

3.業於 108 年 3 月 13 日以海企研字第 1080004194 號函，提報本校第一階段一般項目增

設調整案。本校 109 學年度申請案為：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止招生並

一併辦理裁撤。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依教育部後續來函，賡續辦理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提報作業。 

四、發揮海大研發能量，貼近產官學研鏈結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研究計畫及期刊統計 

(1)研究計畫統計：本校 108 年研究計畫統計(以計畫啟始日統計)：截至 108 年 4 月 8

日止，科技部計畫共計 10件，金額 2,786萬 8,880 元。農委會計畫共計 45件，金額

5,791萬 7,100元。建教合作計畫共計 92件，金額 1億 5,535萬 1,631 元。教育部計

畫共計 3 件，金額 2,725 萬元。綜上統計本校 108 年計畫共計 150 件，金額為 2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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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8萬 7,611元。 

 

 

 

(2)108年度教師論文發表篇數：截至 108年 4月 8日止，總計 SCI篇數為 97 篇、SSCI

篇數為 10篇，SCI+SSCI總篇數為 100篇。歷年教師論文發表篇數統計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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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赴營利事業機構兼職 

108 年本校各系所教師赴營利事業機構兼職學術回饋金收費概況（學術回饋金分配比

例：系所 50%、學院 20%、校方 30%）： 

系所 教師姓名 起始時間 迄至時間 兼職單位 擔任職務 學術回饋金(元)  

光電所 江海邦 107.06.08 110.06.07 英濟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117,000/年 

通訊系 林修國 107.08.01 108.07.31 千翔國際有限公司 技術顧問 60,000/年 

航管系 余坤東 107.08.13 109.06.30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薪酬委員 30,500/年 

生科系 林翰佳 108.04.01 108.06.30 豐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27,600/次 

材料所 
楊仲家 

(簽核中) 
108.06.21 111.6.20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薪

酬委員及審

計委員 

117,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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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研二號研究船 

108年至 3月底止，建教委託航次船租合計應收收入為 258萬元，實收收入為 250萬 5

千元。自 101 年度起每年自收入提撥 10%汰舊換新配合款 400 萬元，截至 105 年止已

提存 2,100 萬元整，因造新船計畫之經費來源已由科技部及國發會預算支應，為避免

增加學校負擔，106年 12月 7日奉核將海研二號汰舊換新配合款轉至退休金帳戶 2,007

萬 2,287元，餘款 92 萬 7,713元納入校務基金；截至目前為止，退休金帳戶結餘 2,032

萬 7,913元整。另 103 年 10月 7日奉核自 104 年度起每年提撥收入 100 萬元存入海研

二號研究船維修費及重大事故使用，截至目前結餘 306萬 5,931元整。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規劃分學院及領域籌組特色團隊，盤點本校特色亮點，延聘優秀人才。 

2.本校研究計畫及期刊統計 

(1)密切加強校外計畫徵求的搜尋與公告。 

(2)繼續主動媒合本校符合專才教師及團隊提出申請。 

(3)本校人才資料庫完備及運用，提升本校的研發能量。 

(4)媒合鼓勵本校老師及研究團隊申請國家型、整合型等大型計畫。 

(5)藉由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學術研究合作，促進本校與他校教師學術交流及跨領域結

合，以提升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競爭力及跨校合作論文發表能力。 

3.海研二號研究船 

(1)今年將接新船，屆時視新船既有軟硬體設施狀況，再進一步評估後續推動事項。 

(2)新研究船勢必為最佳狀態，將增加服務項目，提昇服務品質及能量，屆時將增加建

教合作機會，積極發揮新海研 2號研究船的功能。 

五、國內學術合作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1)107 年度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委員會業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會

議進行製作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四校聯合招生文宣案、製作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旗幟案、

國立臺北大學 2018 年成果報告、臺北醫學大學 2019年計畫報告以及系統校長交接

典禮。 

(2)108年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學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件數共 15件，核定通過案共計

9件，所需經費計為 175萬元整，計畫執行期間至 108年 12月 31日。 

(3)臺北醫學大學秘書室擬於 108 年 8 月份召開 2019 年第一次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委員

會議，刻正調查開會時間；臺北醫學大學研發組預計於 108 年 6 月 20 上午辦理臺

北聯合大學系統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 

 

-28-



2.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申請改隸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學校案 

基隆海事職校改隸本校附屬高中修正計畫書已於 11 月 22 日本校校務會議提案通過，

由基隆海事職校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函報教育部修正計畫書等相關資料；教育部國教

署於 108年 2月 13日函覆基隆海事職校改隸本校附屬高中一案「初審會議審查意見委

員檢核表」及「修正對照委員檢核表」，基隆海事職校業於 2月 25日函覆修正計畫書

及修正對照表；國教署業於 3月 27日至基隆海事職校進行實地訪視。 

3.107年 11月至 108年 4月底本校簽署合作單位及執行內容如下： 

(1)本校與交通部航港局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含法政系及觀光系辦理

航港局實習合作備忘錄)。 

(2)本校與交通部觀光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於 108 年 2 月 20 日

假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郵輪教室簽署「臺灣郵輪研究發展合作備忘錄」。 

(3)本校與財團法人榮成循環經濟環保基金會於 108 年 4 月 12 日簽署合作協議書，共

同為海洋環境保育努力，合作朝減廢(防治)、保育(復育)及教育(活動)等三方向進行

五項研究計畫。 

(4)基隆長庚醫院於 108 年 4月 20 日假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5樓國際會議廳舉行「108年

度基隆長庚醫院與本校及國立陽明大學研究交流討論會」。 

4.本校與財團法人榮成循環經濟環保基金會共同推動海洋環境保護計畫 

本校與財團法人榮成循環經濟環保基金會簽署合作協議書，雙方將推動各項產學合作

計畫，以達海洋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之目的。首期將啟動為期兩年，由該基金會提供

共計 578 萬 6,000 元資助本校進行五項研究計畫，計畫名稱分別為：「清淨海洋大策

略大聯盟」、「海藻應用於製漿造紙之研究」、「應用環境 DNA技術輔助防範海洋生

物的非法捕捉」、「自主式無人旋翼機環境監控」及「漁船廢棄物與大型廢棄破損漁

具組成調查暨獎勵制度再利用」。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基隆海事職校改隸一案，擬於 5 月底前完成修正計畫書，並於本校 6 月份校務會議及

基隆海事校務會議提案審查，通過後將由基隆海事職校函報教育部，期能進入複審程

序。 

六、辦理各項大學排名分析，透過不同指標內涵，強化學校辦學特色，體現多元社會價值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 

1.企劃組經由各項排名評比內容指標年間變動與比較，檢視本校校務推動相關項目是

否努力的力道不足，或是力量太分散的問題，並提出建議與解決方法，提供學校校

務經營參考依據。本校 107年 10月-108年 4月各項排名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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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項目 公布時間 評比項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排名 

國內排名 亞洲排名 世界排名 

2019年 QS 亞洲 

大學排名 

2018年 

10月 24

日 

學術聲譽

（30%）、雇主聲

譽（20%）、生師

比（10%）、國際

研究(10%)、論文

引用率(10%)、教

師平均論文量

(5%)、擁有博士學

位教師比例(5%)及

國際化情形

（10%） 

19 194 N/A 

2019年 THE「新興

經濟體大學排行

榜」 

2019年 

1月 16日 

教學(30%)、研究

影響力(20%)、研

究(30%)、產學合

作(10%)及國際化

情形(10%) 

18 N/A 201-250 

        註：N/A表示無資料 

七、滾動式修正校務發展計畫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107 年度共完成 2 次修正，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http://research.ntou.edu.tw/bin/home.php)。本次修正說明如下： 

(1)主要關鍵績效指標「1-1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就讀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修改為

2項，分別新增「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及原 1-1項目修改

為「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 

(2)主要關鍵績效指標「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執行單位修改為教務處，

刪除各系所。「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1-

4-2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1-5-1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

學期統計)」與「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執行單位修改為

國際處，刪除各系所。 

(3)完成本校各單位 107-109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KPI)目標值修正。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因應高等教育競爭激烈，研發處將視國家重大教育政策、學校整體校務推動方向與

內部組織調整，滾動式修正校務發展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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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關(兼任)獎助生及計畫人員相關權益保障事宜之因應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108年 2月份已完成辦理本校研究計畫人員及行政單位未改敘之計畫差勤管控機制，查

核 107年 8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出勤情形，相關規定皆依本校「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研究計畫約用人員管理要點」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約人員給假一覽表」辦

理，事假不給工資，普通傷病假 1年內未超過 30日部份，工資折半，並請計畫主持人

處理所屬人員出勤異常及請假薪津收回事宜。 

2.本校為因應教育部有關教學獎助生於 108 年 2 月 1 日全面納保事宜，原由教務處教學

中心承辦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獎助生團體保險」之業務，已改由研發處計畫業

務組承辦，至 108年 7月 31日止兼任研究獎助生補助人數共計 175人申請。 

九、辦理海洋貢獻獎選拔與頒獎事宜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為表彰在海洋相關領域具有劃時代卓越貢獻，足為表率者，本校在 102 年特別創設全

國性的「海洋貢獻獎」，每年至多選出一名積極參與海洋事務，對推動海洋、海運、水

產及相關產業發展，有卓越貢獻的社會賢達人士，予以頒獎表揚。歷屆獲獎人如下表： 

年份 屆別 獲獎人 

102 第一屆 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先生 

103 第二屆 全興國際水產集團董事總經理柯吉剛先生 

104 第三屆 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周俊雄先生 

105 第四屆 臺灣海洋大學前校長鄭森雄先生 

106 第五屆 嘉鴻遊艇集團執行長呂佳揚先生 

2.第六屆海洋貢獻獎初選與初選複審會議分別於 107 年 9 月 26 日與 108 年 1 月 3 日召

開，由企劃組蒐集各候選人事蹟，並於會議中由遴選委員進行討論。 

3.第六屆海洋貢獻獎決選會議於 108年 3月 18日召開，本次會議決選委員有財金文化事

業謝金河董事長以及中原大學施顏祥講座教授，並由中原大學施顏祥講座教授擔任決

選委員召集人；另外也邀請初選委員海洋大學李健全講座教授、蕭丁訓講座教授、台灣

大學郭光雄名譽教授與中央研究院吳金洌客座講座列席指導。會中委員一致決議由宇

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陳吉紀董事長榮獲第六屆海洋貢獻獎獲獎人。 

4.第六屆海洋貢獻獎頒獎典禮預計於 108年 5月 30日下午 2：30分假本校畢東江國際會

議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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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校務發展重大政策宣導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依教育部 108年 1月 22日以臺教高(二)字第 1080003663 號函，有關教育部大專校院資

訊公開平臺(簡稱資訊公開平台)之「生師比」與招生總量之「生師比」差異，說明如下： 

(1)教育部資訊公開平臺(https://udb.moe.edu.tw)公告各校校務資訊(包含各校學生數、專

任教師數與生師比等資料)，其資訊公開之目的在於適度公開學校重要資訊，讓學校

負起績效責任，並使各界瞭解並監督各大專校院運作，同時消弭學校與學生資訊不

對稱現象，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並形成學校改進動力，以提升大學績效。 

(2)目前教育部資訊公開平臺公告之「日間學制生師比」，考量為使外界容易解讀，其

計算公式為「日間學制學生數除以日間學制專任教師數」，此計算方式簡單直覺，

為國際主要國家慣用公式，且已累計公告65學年度迄今統計資訊，能有助於外界進

行長期性比較與學術研究之需，並便於與國際接軌。 

(3)另有關招生總量標準之生師比值，係為用於審核學校招生名額及規範學校應聘足師

資之參考指標，僅用於審核招生名額及系所增設調整，計算標準依「專科以上學校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計算公式為「加權之全校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教

師數加四分之一兼任教師數折算數(折算數不得超過專任教師數的三分之一)」，其

計算方式需因應政策需求即時調整，有其政策目的性，並不適合作為教育部對外公

告之統計資訊。 

2.教育部業於 108 年 1 月 28 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80008729B 號令修正發布「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重大變革及應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增訂其他中央機關依國家整體政策所定計畫，並將招生名額調撥至教育部者，該計

畫亦屬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畫。（修正條文第七條） 

(2)提高因招生違規扣減招生名額比率、將教學品質檢核修正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檢核、

增訂最近一學年度註冊人數小於一定人數或比率之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得申

請停招、增訂專科班、學士班及碩士班亦保留部分名額予學校自行分配；另增訂學

校租用校區外房舍提供學生宿舍使用者，應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消防法及建築

管理等相關法規。（修正條文第八條） 

(3)為使大專校院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增設調整能配合社會發展及回應產業需求，

修正除停招、裁撤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外，均須由教育部進行專業審查。（修

正條文第九條） 

(4)將全學年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學生及境外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百分之三

者，納入計算生師比値。將一般大學及技專校院師資數採計方式整併、明定兼任教

師係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聘任者、明定合聘教師須於合聘院、所、系、

科連續授課三年以上，始得列計為院、所、系、科專任師資。（修正條文第四條附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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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定申請增設專科班及學士班應有之專任師資數及師資結構、放寬以學系增設碩士

班或博士班時得有擬聘師資、增訂學校設立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時，應有專任師資

至少二人。（修正條文第四條附表三） 

(6)下修院、所、系、科、學位學程生師比基準、明定院設班別或學位學程應有專任師

資至少二人、明定學術主管應符合大學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及專科學校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附表五） 

(7)增訂各校專科班及學士班招生名額不得小於十人。（修正條文第十條附表八）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有關教育部針對大學校院校務發展重大政策推動與法令修正，將公布於研發處企劃

網頁(http://research.ntou.edu.tw/files/11-1038-4860.php?Lang=zh-tw)。 

2.研發處企劃組每學期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計算全校生

師比與各系所師資質量基準；相關統計資料除公布於研發處企劃網頁

(http://research.ntou.edu.tw/files/11-1038-5376-1.php?Lang=zh-tw)，另亦針對不符合標

準系所個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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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務處報告 

一、宿舍設施與生活管理 

(一)住宿床位安排 

1.107 學年度調整男三舍 8 樓 92 床為女生床位，調整後男女生住宿床位分別為 1,881 床

及 1,034床。 

2.107 學年度總計提供住宿床位為 2,850 床，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末，實際住宿學生

2,800人，學生住宿使用率為 98.25%。107學年度第 2學期因休、退學、實習、畢業與

出國交換等因素計有 154人(男 101人、女 53人)退宿，造成床位空缺。住輔組已於 108

年 1月 2日公告於 108年 1月 14日起辦理持續遞補作業，截至 3月 12日止實際遞補

入住共遞補 77人(男 45人、女 32人)，目前仍持續宣導住宿申請作業與積極協助學生

申請中。 

(二)學生宿舍安全管控 

為維護學生住宿安全，各棟宿舍於夜間進出宿舍皆以按壓指紋機的方式進行安全管控，

並於每月統計凌晨 2點至 5點外出人數。 

(三)生活設施與安全住宿環境 

107年 10月至 108年 3月學生宿舍改善及修繕： 

項次 宿舍別 改善及修繕項目 

1 男一舍 

緊急發電機更換電池 150A；寢室摺合椅 30張汰舊更新；宿舍後

方垃圾暫存區圍籬施作；5 樓廁所小便斗幹管、洗手臺及浴室地

板排水管路漏水更換；4樓浴室熱水管路漏水、廁所輕鋼架修理；

簡易廚房新增電磁爐；526 寢室內及室外走廊屋頂地坪滲漏水修

繕。 

2 男二舍 

寢室床板發霉貼皮、鍵盤架脫落及損壞維修；7 樓交誼廳電視機

汰舊更新；頂樓鍋爐間熱水管路漏水維修及增設水閥；鍋爐溫水

製造機腐蝕漏水維修；1-10 樓廁所洗手臺旁增設 20 組水龍頭及

配管；垃圾暫存區雨遮施作；錄影主機硬碟損壞更新；1~10樓曬

衣桿更換；1樓磁磚損壞修復；2、3及 5樓廁所排水改善；下水

池幫泵揚水管路汰換。 

3 男三女二舍 

緊急發電機更換皮帶；5樓交誼廳電視機汰舊更新；2~10樓走廊

燈組更新及線路檢修 54盞；簡易廚房電磁爐汰舊更新；7樓長邊

浴室地磚整修；4、6、8及 10樓交誼廳增設電冰箱；2~10樓長側

洗衣間洗手臺磁磚破裂整修；7 樓馬桶幹管及洗手臺排水、地板

排水管路更換。 

4 女一舍 1樓側門修繕工程；交誼廳與溫書廳天花板損壞整修；4樓增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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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2~5 樓交誼廳桌椅損壞更新；大門外上方雨遮鋼骨銹蝕更

換；2~5樓浴廁安裝 16臺抽風扇。 

5 國際學舍 
監視系統主機板維修；浴室電熱水器損壞更新；水塔電磁開關及

浮球開關損壞更換。 

6 各宿舍 

電視機主機板維修；攝影機損壞更新；電話、電扇汰舊更新；寢

室椅子損壞修理及更新；指紋機及鍋爐維護保養；宿舍鋁窗、紗

網、玻璃及鐵工維修；寢室及公共區域壁癌整修；寢室及公共區

域燈管、浴室蓮蓬頭、門鎖損壞更新；寢室門片、衣櫃、書櫃及

置物櫃修理；浴廁、洗手臺排水阻塞疏通；冷氣機及讀卡機故障

維修。 

(四)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學校將興建進修教育推廣大樓，除部份樓層為上課教室外，住輔組亦配合規劃上課學員

宿舍(約 300床)，以提升學生住宿提供率。 

2.擬依核撥之經費，遂一更新住宿相關硬體及軟體設備，提昇學生優質住宿環境。 

二、校外賃居訪視 

(一)賃居建物安全訪評 

1.聯合訪視 

(1)「108 年度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上賃居生賃居處所聯合訪查」將由基隆市學生校外生

活輔導會、基隆市政府所屬教育處、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警察局、及基隆市都市

發展處等，與本校學務處軍訓室及住宿輔導組聯合訪查本校校外賃居生賃居處所之

相關事項，以提升學生校外賃居服務品質，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與權益保障。 

(2)本次以 4至 5床為目標及持續追蹤管制 6至 9床以上未評核及待改善且仍有賃居學

生之建物實施複查。 

(3)執行成效於 108年 7月 12日前函報教育部。 

2.輔導訪視 

(1)本校 107年 10-12月校外賃居學生實地訪視計 46戶，其中 16戶未完全符合教育部

安全評核 6+1項之規定，又以偵煙器設置不合居多數。 

(2)未完全符合安全評核規定之 16戶中，與本校合作之房東共 6戶。 

(3)住輔組業將訪視缺失通知 16戶房東改善，並將改善情形回覆本組，惟至 3月 14日

止，僅 2戶房東回覆缺失已改善；此 2戶皆為與本校合作之房東。 

3.持續賃居訪視工作 

持續以二人及首次賃居生為訪視目標，協助學生檢視賃居處所之建築結構、消防瓦

斯、二氧化碳中毒、逃生及水電安全。 

(二)邀約班導師參與 

1.學務長、副學務長、教官及校安人員每月皆至同學校外租屋處進行訪視關懷，瞭解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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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租賃環境，提醒同學注意各項安全。自 105至 107學年，計有 30位導師參與訪視。 

2.自 107學年度起業已進行導師電話輔訪。 

3.107學年度上學期(107年 10月-12月)導師電話輔訪 119人次。 

(三)賃居安全講習暨房東座談會 

1.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處軍訓室及住輔組聯合基隆市政府共同舉辦賃居安全講習暨

房東座談會，期藉專業分析、與房東面對面互動，創造安全及和諧之租屋品質。 

2.座談會期程公告於本組網頁，並以電子郵件邀請與本校合作的房東與會，期望本校與房

東彼此建立良好租賃關係，使學生有更安全之校外賃居生活品質。 

(四)賃居安全 

1.為減少房屋租賃糾紛，業已運用住輔組網頁、賃居安全講習及房東座談會加強宣導內政

部頒行之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與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提供租屋學生及房東參考使

用，以維護雙方權益，減少糾紛發生。 

2.107年 10月至 12月軍訓室校外賃居訪視共計 74人次，業將「安全訪視紀錄表」郵寄

校外賃居生家長。 

3.經訪視安全評核，學生賃居處所不符教育部租屋安全 7 大要點之之租屋處，除建議學

生請房東改善外，業以電子郵件通知導師知悉。 

(五)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置重點於辦理消防及建物安全檢查、校外賃居生安全研習、糾紛調處及重大案件通報教

育部。 

2.加強宣導欲校外租屋之同學，選擇置於住輔組網頁之處所，俾使學生安全、家長安心、

學校放心。 

三、交通安全 

(一)發佈交通安全通報 

運用軍訓室網頁及 FB紫錐花紛絲團發佈交通安全通報，計 105學年 20則，106學年 17

則，107學年 11則。 

(二)實施交通安全教育講座 

結合新生安全教育，邀請基隆市交通大隊蒞校實施交通安全教育講座宣導，計 105 學年

1,020人參加，106學年 1,391人參加，107學年 1,253人參加。 

(三)製作交通安全警語 

於公共場所明顯處，定期更換布旗布條警語，加強宣導。計 105年 2幅，106年 12幅，

107年運用海報結合服務學習學生宣導。 

(四)協請正濱、八斗子派出所，不定期派員加強執行機車違規左轉及校園外違停，勸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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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等措施並納編服務學習同學，執行違規穿越馬路同學之柔性規勸。 

(五)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針對學生肇生車禍原因及可能影響交安之危險因素，適時擬定相關因應措施，以案例宣

教並與駐警隊合作，期能減少事故、消彌違規，確保學生生命安全。 

四、學生輔導 

(一)心理健康日 

心理健康日配合新生入學教育週規劃以「性別平等教育」為主題，並進行「大學生心理

健康量表」測驗，以了解新生適應情形。實施方式以學院為單位，進行 1 小時專題座談，

下表為 104至 107學年度心理健康日受測人數及受測率。 

104至 107學年度心理健康日受測人數及受測率 

學年度 受測人數 總人數 受測率 

104 1,162 1,380 84.20% 

105 1,266 1,384 91.47% 

106 1,210 1,411 85.75% 

107 1,163 1,400 83.07% 

(二)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1.105 學年度起申請教育部特色主題計畫，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辦理「開創性別新世界」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計畫。106 年獲教育部補助新臺幣 150,480 元(辦理

27場次大一新生心理測驗暨專題演講、2場次主題工作坊、2場次專題講座、1場次種

子培訓及 1 場次導師輔導知能)。107 年獲教育部補助新臺幣 213,274 元(辦理 27 場大

一新生心理測驗暨專題演講、2場次工作坊、1場教職員講座及 1天的社區資源整合研

討會)。 

2.107年製作「慢慢喜歡，漸漸親密」性別平等手冊，於大ㄧ學習促進課程時發送給大一

新生，宣導性別平等相關概念。 

(三)憂鬱防治特色主題計畫 

108年起申請教育部特色主題計畫，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辦理「快樂為首，憂鬱不再有」

憂鬱防治計畫。108年獲教育部補助新臺幣 190,848元(辦理 30場次大一新生心理測驗暨

專題演講、1場次輔導種子培訓課程、3場次專題講座及 1場次導師輔導知能)。 

(四)新生普測及追蹤關懷 

1.為落實「校園三級心理衛生預防」之次級預防工作，特別針對大一新生，進行心理測驗

篩檢與追蹤關懷。儘早發覺需要協助的學生，並及時提供適當協助。 

2.104至 107學年度進行「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未受測者由本組心理師持續連繫邀請

補測，篩檢出之高關懷學生由諮輔組專任諮商輔導師搭配全職實習心理師進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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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輔組聯繫不上者，則邀請導師協助關懷。下表為 104 至 107 學年度大一新生接受普

測統計表(含補測)。 

104至 107學年度大一新生接受普測統計表(包含補測) 

學年度 接受普測人數 總人數 接受普測比例 

104 1,260 1,380 91.30% 

105 1,372 1,384 99.13% 

106 1,332 1,411 94.40% 

107 1,377 1,400 98.36% 

3.107學年度追蹤關懷情形報告 

(1)針對 107學年度「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於 107年 9月 3日心理健康日施測，篩檢

出 143名疑似高關懷名單，新生勾選「願意告知相關輔導人員」的疑似高關懷名單

有 118名，其他 25名為「不願意告知相關輔導人員」，由諮商輔導組進行關懷。 

(2)諮輔組進行高關懷學生初步關懷，已聯絡 143名疑似高關懷新生，適應良好可結案

為 101名，適應不佳排入諮商 9名，後續不定期關懷 33名。系主任、導師已於 108

年 2月收到經諮輔組評估後仍需後續關懷及未聯繫上疑似高關懷新生名單，及關懷

方式建議表暨量表說明，並進行關懷。 

107學年度需由導師進行關懷之疑似高關懷人數 

學院別 後續不定期關懷人數 

生科院 9 

電資學院 6 

海運學院 9 

法政學院 1 

工學院 5 

海資院 1 

人社院 2 

合計 33 

(五)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學生關懷 

1.為落實「校園三級心理衛生預防」之次級預防工作，特別針對連續三學期二一不及格學

生，進行追蹤關懷。儘早發覺需要協助的學生，並及時提供適當協助。 

2.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於每學期初將二一學分不及格名單提供諮輔組，由專任心理師搭配

兼任實習心理師進行電話關懷，瞭解其二一原因，評估是否因心理問題導致學業成績

不佳。如是，再進行諮商輔導。近三學期學業成績遭二一狀況統計如下表： 

追蹤學期 106-2 107-1 107-2 

連續三學期二一
學分不及格學期 

105-1、 105-2 及
106-1 

105-2、106-1及 106-2 106-1、106-2及 107-1 

人數 73 6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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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2及 107-1追蹤關懷情形報告 

(1)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以整體狀況來看，導致學生連續三學期二一不及格的前三因

素分別為「學習困難」(13.70%）、「沒興趣」(12.33%），其次為「時間管理不當」(6.85%）

及「其他」(6.85%）。詳細統計表如下： 

106學年度第 2學期關懷 105-1、105-2及 106-1 

連續三學期二一學生學習成效不佳因素統計表 

學習成效

不佳因素 

學習 

困難 

沒 

興 

趣 

時間

管理

不當 

其他* 

休 

退 

學 

出席

狀況

不佳 

精神 

疾病 

網路 

沉迷 

家庭 

因素 

感情 

因素 

簡訊 

關懷 

e-

mail

關懷 

持續 

聯繫 
總計 

106-2 
人數 10 9 5 5 4 4 2 0 0 0 15 7 12 73 

比例 13.70% 12.33% 6.85% 6.85% 5.48% 5.48% 2.74% 0% 0% 0% 20.55% 9.59% 16.44% 100% 

*「其他」: 考試焦慮、經濟因素、不想念書、不願透露…等。 

(2)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以整體狀況來看，導致學生連續三學期二一不及格的前三因

素分別為「其他」(18.84%）、「時間管理不當」(14.49%）及「出席狀況不佳」(14.49%）。

詳細統計表如下： 

107學年度第 1學期關懷 105-2、106-1及 106-2 

連續三學期二一學生學習成效不佳因素統計表 

學習成效 
不佳因素 

其他* 
時間 
管理 
不當 

出席 
狀況 
不佳 

學習 
困難 

休 退
學 

沒 興
趣 

家庭 
因素 

網路 
沉迷 

感情 
因素 

精神 
疾病 

簡 訊
/e-
mail 
關懷 

持續 
聯繫 

總計 

107-1 
人數 13 10 10 8 6 4 1 0 0 0 17 0 69 

比例 18.84% 14.49% 14.49% 11.59% 8.70% 5.80% 1.45% 0.00% 0.00% 0.00% 24.64% 0.00% 100% 

*「其他」: 考試焦慮、經濟因素、不想念書、不願透露…等。 

4.107-2追蹤關懷情形報告：擬於 108年 4月起追蹤關懷 106-1、106-2及 107-1連續三

學期二一學生。 

(六)轉復學生輔導 

1.針對轉學生、復學生辦理適應座談會暨身心適應量表施測，主動介紹教務處與學務處等

相關資源，了解轉復學生可能需求，協助學生順利適應校園生活，並透過量表施測篩選

出高關懷學生，關懷評估後提供相關資源與協助，以預防轉復學生的適應問題產生。 

2.103 學年轉復學生共計 158 位，報名參加者共 74 位，實際參與者計 47 位，活動滿意

度達 100%。 

3.104 學年轉復學生共計 163 位，報名參加者共 86 位，實際參與者計 70 位，活動滿意

度達 100%。 

4.105學年度第1學期轉學生共計106位，實際參與測驗施測人數計87位，施測率82%，

篩選出高關懷 33人皆已解測完畢，其中 9人排入諮商。復學生共計 108位，105-1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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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計 69 位，以 e-mail 進行關懷；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復學生計 39 位，大學部復學

生計 13位，實際受測人數 4人，施測率 31%。大學部未接受施測者與碩、博士班復學

生皆以電話、簡訊或 e-mail關懷。 

5.106學年度第 1學期轉學生共計 81位(含進修部)，復學生共計 110位(含進修部)，辦理

轉復生座談會 2 場次(含補測)，實際參與者計 79 位(轉學生 65 位，復學生 14 位)，轉

學生施測率 80.2%，復學生施測率 31.8%；未接受施測之復學生與以電話、簡訊或 e-

mail關懷。106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生共計 55位，復學生共計 53位(大學部 27位，碩

博班 28 位)，辦理轉復生座談會 2 場次(含補測)，實際受測之轉學生計 50 位，施測率

89.3%，實際受測之復學生計 22位，施測率 41.5%，未受測者皆以電話、簡訊或 e-mail

關懷。 

6.107學年度第 1學期轉學生共計 85位(含進修部 17位)，復學生共計 46位(含進修部 9

位)。辦理轉復生座談會 2場次(含補測)，受測人數共計 86位(轉學生 61位，復學生 25

位)，轉學生施測率 71.76%，復學生施測率 54.35%，未受測者皆以電話、簡訊或 e-

mail關懷。 

7.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生共計 54 位(含進修部 7 位)，復學生共計 23 位(含進修部 8

位)。辦理轉復生座談會 2 場次(含補測)，截至 108 年 3 月 26 日止，受測人數共計 56

位(轉學生 52位，復學生 4位)，不便到校受測而以電話關懷評估者計 9位(轉學生 1位，

復學生 8 位)。轉學生施測率(含電話評估者) 98.15%，復學生施測率(含電話評估

者)52.17%，本組持續電聯未受測者。 

(七)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1.為協助特教新生提前了解本校環境及相關資源，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特教新生參訪暨

系所及資源說明會。辦理情形如下： 

學年度 開會日期 參與人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104年 8月 12日 30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05年 8月 11日 26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06年 8月 09日 27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107年 8月 14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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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利身心障礙相關議題之拓展，本校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並於每學期召開會議討論相關事項，辦理情形如下: 

學年度 會議時間 會議重點 

103學年度第 1學期 103年 11月 4日 
(1) 申請 104年度經費。 

(2) 身心障礙學生轉系申請。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104年 10月 27日 

(1) 建置本校無障礙校園地圖。 

(2) 訂定課業輔導審查機制。 

(3) 申請 105年度經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105年 5月 31日 

(1) 修正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設置要點。 

(2) 關懷其他系所之身心障礙

學生之方法。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105年 11月 4日 

(1) 106年度計畫申請。 

(2) 諮輔組工作報告。 

(3) 加強跨單位合作。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106年 6月 12日 
(1) 資源教室業務報告。 

(2) 友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06年 11月 1日 

(1) 107年度計畫申請。 

(2) 改善學生第一餐廳之無障 

    礙環境。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107年 5月 31日 

(1) 資源教室業務報告。 

(2) 強化無障礙廁所(蹲式馬桶  

應增加扶手)。 

(3) 於行政會議進行身心障礙

學生業務推廣。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107年 11月 12日 

(1) 108年度計畫申請。 

(2) 在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與學生意願下，給予衛保組

身體病弱之名單。 

3.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始與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執行身心障礙學生職場

體驗計畫，提供實習機會予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以輕度工作方式建立學生自信心，其

內容如下: 

年度 申請人數 通過人數 

102年 7 3 

103年 7 2 

104年 7 5 

105年 9 7 

106年 5 1 

107年 5 5 

108年 5 尚未公告錄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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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心障礙學生成長人數、申請經費及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ISP)之相關資料。 

年度 
身心障礙

學生數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輔導身心障礙學

生工作計畫經費 

個別化支持服務 

計畫(ISP)比率 

(完成 ISP學生數)/(總學生數×100%) 

102年 31 1,597,060 - 

103年 50 2,254,472 
102 學年度達成比率 50%(50 人 /25 人

*100%) 

104年 46 2,116,127 

(1)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達成比率 100%(45

人/45人*100%) 

(2)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達成比率 100%(46

人/46人*100%) 

105年 59 2,443,809 

(1)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達成比率 100%(60

人/60人*100%) 

(2)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達成比率 100%(59

人/59人*100%) 

106年 58 3,282,017 

(1)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達成比率 100%(59

人/59人*100%)。 

(2)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數共計 58

位，達成比率 100%(58人/58人*100%)。 

107年 50 2,995,367 

(1)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數共計 54

位，達成比率 100%(54人/54人*100%)。 

(2)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數共計 50

位，達成比率 100%(50人/50人*100%)。 

108年 53 2,784,752 

(1)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人數共計 55

位，達成比率 100%(55人/55人*100%)。 

(2)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人數共計 53

位，達成比率 100%(53人/53人*100%)。 

備註︰年度經費申請均須以第二學期之學生數進行申請。 

(八)學生班級活動費及班會召開 

1.學生班級活動費 

(1)自 103學年度起日間制學士班開始適用。 

(2)夜間制學士班自 104年開始施行。 

(3)104至 108年度學生班級活動費使用率如下表： 

年度 學生班級活動費使用率 

104 77.00% 

105 81.67% 

106 84.67% 

107 97.70% 

108 25.78% 

    備註:108年學生班級活動費使用率統計至 3/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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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會召開 

104至 107學年度班會達成率如下表： 

學年 學期 日間部班會達成率 進修部班會達成率 

104 上 148.30% 91.67% 

下 114.72% 75.00% 

105 

 

上 138.53% 83.33% 

下 119.25% 75.00% 

106 上 123.03% 83.33% 

下 117.00% 75.00% 

107 上 124.40% 83.33% 

下 28.10% 16.67% 

        備註:107-2學期班會達成率統計至 3/22日。 

(九)僑陸生輔導 

1.輔導具體成效 

(1)新生入學輔導講習：105學年 99人參加，重要回覆事項 17項，106學年計 68人參

加，統計建議事項 14項，重要回覆事項 14項，107學年計 75人參加，統計建議事

項 12項，重要回覆事項 12項。 

(2)與校長有約：105學年 119人參加，36項意見回覆，106學年 120人參加，統計建

議事項 38項，重要回覆事項 26項，107學年 115人參加，27項意見回覆。 

(3)策辦新生迎新活動、聖誕節聯誼活動、新春聯誼活動、僑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僑

生週文食展、送舊餐敘、僑生會員大會等活動。 

(4)僑生表達之各項意見或策辦之活動，均儘速簽核並加會各承辦單位辦理，回覆情

形另送僑聯社總幹事宣達知悉。 

(5)105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僑陸生輔導活動共計 2場次，包含愛情講座 1場次，情緒

紓壓講座 1場次，提升學生自我覺察、人際互動與情緒辨識的能力。 

(6)105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僑陸生個案輔導專業督導會議共計 1場次，以提升校內從

事諮商輔導相關工作教職員之專業知能。 

(7)106、107學年度第 1學期於僑生新生入學輔導講習進行心理健康資源宣導共計 2場

次。 

(8)諮輔組聘有英語專長兼任心理師，以供有需要之學生申請。 

2.社團組織功能 

(1)慎選具領導能力及熱忱的社團總幹事，藉由社團組織運作成果，發揮整體榮譽心，

提高僑生在校成就感與風評。 

(2)僑聯會組織成員分工職責，以身作則，鼓勵正向投入活動競賽及給予適當獎勵，以

激發各國籍分會的榮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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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未來推動事項與展望 

1.「開創性別新世界」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特色主題計畫 

持續辦理 27場次大一新生心理測驗暨專題演講、2場次工作坊、2場次專題講座、1場

次種子培訓課程、1 場次導師輔導知能及 1 場次輔導志工校外機構參訪服務暨性別平

等概念宣導。 

2.積極推動新生普測及追蹤關懷 

(1)持續透過「心理健康日」及大一學習促進活動「心理測驗如是說」施測「大學生心

理健康量表」篩檢高關懷族群。 

(2)積極追蹤關懷檢測後為心理測驗高關懷生，電話關懷或面談率達 100%。 

3.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學生關懷 

諮輔組持續電話聯繫關懷連續三學期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學生，分析課業不佳因素，

瞭解學校輔導可著力之處。並結合系教官、系助教、班代之協助，共同追蹤輔導學生。 

4.轉復學生輔導 

107 學年持續辦理轉復學生適應座談會，分別介紹學校各處室相關資源，並進行大學

生身心適應量表測驗，以了解轉復學生各面向適應狀況，或進行個別化議題與技巧之

討論，提供雙向溝通平台，了解學生可能需求，以提升轉復學生之生活適應。 

5.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1)104年度 9月份開始，資訊工程學系及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2科系有身心障礙學生

單獨招生之入學管道。 

(2)為避免紙張浪費，105 學年度起 ISP 會議改由電子化會議方式進行，以提倡環境保

護意識。 

(3)因應特教學生之多元差異，規劃辦理各類輔導活動，如電影賞析活動、手作工作坊

及戶外探索體驗等，增進學生的社會互動能力及自信心。 

(4)新生參訪暨系所資源說明會持續於每年暑假規劃辦理，邀請住宿輔導組與生活輔導

組說明住宿事宜與學雜費減免注意事項。 

(5)製作特殊教育學生畢業概況海報，列入輔導成效之執行成果報告。 

6.學生班級活動費:請夜間學制班之助教加強宣導使用「學生班級活動費」。 

7.僑生輔導 

(1)因應多元的環境變化及階段性重點工作，如遇重大災害僑生彼此應變措施與多向聯

繫管道等問題，運用專業學習與經驗分享，預置因應之道。 

(2)加強僑生彼此聯繫溝通，共同關懷課業及生活上彼此學習相長。另不厭其煩  關愛

及叮嚀各項安全注意事項，並藉由服務學習機會，結合各項校園活動，  以生活教

育化方式將服務學習帶入人文教育理念更具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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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學習助學金(含經濟弱勢及特殊學生關懷) 

(一)學校提供兼任行政助理助學金，藉職場服務體驗讓學生有服務機會，並減輕學生在學

期間家庭負擔，順利完成學業。助學金之申請對象為本校在籍學生，以經濟弱勢及品

行優良學生優先。 

(二)於每學年初新生訓練辦理 5至 7場次經濟輔助說明會(約 1500人次)，及配合僑生各項

座談會，宣導相關經濟輔導注意事項、補助措施等，以協助解決學生有關經濟輔助之

疑惑。 

(三)校內各項獎學金約 60 項(含校友、企業捐贈獎助學金計畫擬定、執行、審查及頒發)，

校外獎助學金(包含學產基金助學金、原住民獎助學金、政府及民間單位提供之獎助學

金等)近 200餘項，共計 260餘項。每學年獲獎學生約 1,600人次，金額共計新臺幣 1,800

餘萬元整，有助提供本校弱勢學生經濟輔助，使其安心就學。自 98年 10月起至 107年

12 月止，每年積極爭取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獎助學金，本校學生獲該基金會獎助

金額共計超過新臺幣 1,300萬元整，受惠學生共計 480餘人次。該獎助學金之挹注，已

大幅減少海大近年因金融風暴或他項因素導致校外獎助學金捐贈短少之影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4至 107年度校內外獎學金獲獎情形統計一覽表 

年度 

校外獎學金 

校內獎學金 

總計 
本校接受校外委託
(含校友、師長或社
會人士)設置之各類
獎助學金 

校設獎學金 

獲 獎
人次 

獲獎金額 
獲 獎
人次 

獲獎金額 
獲 獎
人次 

獲獎金額 
獲 獎
人次 

獲獎金額 

104 366 5,943,000 331 5,737,225 697 3,718,960 1,394 15,399,185 

105 406 5,941,500 326 4,482,000 737 4,084,000 1,469 14,507,500 

106 474 7,064,800 350 5,032,640 740 4,708,000 1,564 16,805,440 

107 445 7,081,500 382 5,274,580 800 6,532,000 1,627 18,888,080 

(四)推動「啟航感恩」品格教育活動，鼓勵獲得獎助學金之學生撰寫感謝函、「感恩卡」。

並舉辦獲獎學生與捐款人感恩餐會，讓獲獎學生有機會向捐款人表達感恩之意，捐款

人也能藉由此餐會關懷獲獎的學生學業及生活，激勵學生努力向前。 

(五)每年舉辦優秀學生表揚大會，校長親自表揚、鼓勵優秀學生，大會規劃優秀學生代表

分享獲獎歷程及感言，以激勵同儕(每年參與人數約 60 人)，鼓勵海大學子積極參與各

類競賽。 

(六)自 100年度起，本校協助辦理「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基隆分會」課輔計畫，推

薦家境清寒學生擔任課輔老師(共計 40 餘人次)，協助課輔對象為輔導犯罪被害人(馨生

人)之弱勢家庭就學子女(約 30 人次)，提供一對一家教式課後輔導，犯保協會提供課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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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予本校參與計劃學生，使其能自立自主完成學業，讓一份愛心兩個家庭受惠；並自

103年度起，整合「基隆救國團心學園計畫」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基隆分

會課輔計畫」向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提出課輔經費補助計畫，其理念獲得基金會認

同及支持，每年度各捐贈本校新臺幣 7 萬元整及 36 萬元整課輔金。由本校分別推薦 5

位具有相關專長且經濟較弱勢學生至基隆市救國團「張老師」基金會及「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基隆分會」，除協助年度相關課輔計畫推動，本校學生亦可獲課輔金，兩者皆獲

益。 

(七)未來推動事項與展望 

透過經濟輔助說明會的宣導，輔以 E化平台網站-就學獎補助專網，整合校內服務學習助

學金及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資訊，積極為本校弱勢學生爭取校外募款挹注經濟資源，如校

友捐贈獎助學金或課輔金計畫等，以擴增經濟輔助之來源。 

六、品德教育 

(一)「107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業經教育部審查

通過核定補助新臺幣 15萬元整。執行成果詳如下表。 

推展內容 

基隆市品德策略聯盟學

校系列服務活動 

(1)107-1品德策略聯盟會議(107年 12月 4日)。 

(2)品德知能趣味競賽（107年 12月 21日）。 

(3)107-2品德策略聯盟會議(108年 3月 22日) 

友善城市 品德策略聯盟學校共辦校園品德徵稿比賽，比賽主題

並分一般組「新詩圖文」比賽、大專院校組「攝影」比

賽及特教組「品德標語著色比賽」。 

107年 12月 4日：品德策略聯盟會議（討論草案） 

108年 2月：規劃(比賽細則) 

3月：推廣(海報)  

4月：比賽公告、收件、評審會議 

5月：公佈名次、頒獎典禮 

校園品格教育實踐 「邁向成功之道」課程 

107年 11月：課程規劃（志工使命、環境教育、生命

教育），師資邀請。 

107年 11月 30日：課程大綱業已上傳共教中心。 

108年 2至 6月：課程執行內容。 

品德績優畢業生遴選 
108年 4月遴選表收件截止。 

108年 5月遴選 10位品德績優畢業生。 

(二)107學年度北聯大系統品德策略聯盟規劃：開放四校品德相關課程校際選課。 

1.於本校選課系統設置「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選課專區，供學生自行選課。 

2.持續分享四校校際選課訊息與活動辦理訊息，提供夥伴學校同學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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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推動事項與展望 

結合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USR 計畫」，透過與社區、民間團體、縣市政府及跨教育

階段別之「品德教育策略聯盟」合作，藉由多元設計之服務系列活動，實踐校園品格教

育，打造微笑友善城市，延續品德教育之廣度及深度。 

七、培養學生社團人才、辦理特色活動活絡校園 

(一)社群卓越，菁英培育方案 

1.服務學習 

(1)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方案：106年度至 108年度每年皆有 12個以上非服務性社團參

與本計畫，為全國大專校院最多非服務性社團參與的學校，106 年度至 108 年度總

計有 44個社團參與，本校參與學生達 4,500人次，服務對象達 15,668人次。 

年度 參與社團數 
參與服務學生 

(人次) 

合作學校學生 

(人次) 

106 12 1,550 5,070 

107 15 1,400 5,460 

108(持續辦理中) 17 1,550 5,138 

總計 44 4,500 15,668 

(2)寒暑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105 學年至 107 學年辦理寒暑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

總計有 56 梯次營隊活動，本校參與學生達 701 人，被服務學生有 1,800 人，服務

總時數達 15,258 小時，服務足跡遍及基隆市、新竹縣、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臺東縣及連江縣等地。107 學年度於學期間將持續辦理

服務營隊活動。 

學年 營隊數 參與服務學生 合作學校學生 服務總時數 

105 12 200 600 4,968 

106 26 400 1,015 6,753 

107(3月止) 6 101 185 3,537 

總計 44 701 1,800 15,258 

2.學生自治 

辦理本校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成立學生會會長選委會，並依法公告參選相關資訊

(含資格、登記截止日期及其他資訊)，選舉投票採網路投票方式進行。學生議會則由系

所推派，各系兩名、獨立所一名。 

107學年度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共計有 1組候選人登記參選，會長候選人商船 4B蔣祖

安、行政副會長候選人電機 4B 鄭創升及活動副會長養殖 2A 郭晏如，投票當選門檻

6%(以全校人數 8,769人計)，本次投票數如下：同意票 607票、不同意票 77，廢票 380，

共計 1,064張票，總投票率為 12.13%，候選人之同意票得票率為 57.05%，選舉結果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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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當選門檻，由學生會代理會長邱正量同學暫代會長一職。近三年學生會正副會長選

舉及議員選舉/推派情形如下：  

學年度 參選組數 投票人數 投票比例 推派議員人數 

105 1 917 10.27% 49 

106 1 269 3.21% 40 

106-補選 1 867 9.64% 已於第 1次選舉推派完成 

107 0 0 0 22 

107-補選 1 1,064 12.13% 已於第 1次選舉推派完成 

(二)提升國際視野，加強學生參與國際服務 

輔導學生從事國際服務，運用青年志工之專長與知識技能，前往國外進行志工及交

流活動，提昇台灣形象。並激發青年志工對國際社會關懷之使命感，提供多元服務，

豐富生命歷程。 

1.學生社團敬拜讚美社-國際志工服務隊 

本校社團－敬拜讚美社國際志工於 104 年起前往緬甸從事國際志工服務。服務內容為

英文教學、衛生保健教育、教導幼兒潔牙及為 400 位幼兒盥洗，並向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申請經費補助。105年度為新臺幣 6萬元整，106年度為新臺幣 7萬元整，107年度

為新臺幣 12 萬元整。108 年由本校 15 名服務員及隨隊老師前往緬甸南楂拉村華僑恩

典學校及滿膏榮村華僑學校進行課程教學、育樂活動及文化交流等服務，並向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申請經費補助新臺幣 12萬元整。 

2.學生個人出國從事國際志工服務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及增加國際觀，106 年出國從事國際志工人數

總計 6 人，107 年截至 10 月總計 20 位學生出國從事服務工作，藉由學生積極投入參

與國際活動及國際志工服務之工作，以達到自我學習及潛能開發之目的。 

歷年學生參與國際服務情形如下表： 

年度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學生系別/ 

社團 

活動
人數 

經費 

補助 

106 2017年 CYA柬埔寨國際志工服務隊 柬埔寨 
106/2/2-

2/11 
輪機系 1 15,000 

106 2017年暑期兩岸青年公益交流團 北京大學 
106/7/16-

7/25 
法政系 3 30,000 

106 斯里蘭卡國際志工服務 斯里蘭卡 
106/7/15-

7/26 
食科系 2 30,000 

小計 6 75,000 

107 泰國國際志工服務隊 泰國 
107/8/18-

8/29 
食科系 1 10,000 

107 2018海峽兩岸海洋文化交流研習營 
青島、曲
阜、泰山 

107/07/12-

7/19 

航管系、運
輸系等 

19 152,000 

小計 20 162,000 

總計 26 2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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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校園活絡，加強校園凝聚力 

1.辦理「校歌比賽」 

大力推動以全校大一班級為對象參賽，使校歌為更多同學所熟悉與傳唱，並能以身為

海洋人為傲。籌備過程辦理校歌比賽說明會、指揮暨伴奏訓練、合唱分部訓練等，促

進各班級能提升演唱之品質。校歌比賽假本校育樂館舉行，活動圓滿順利，除張清風

校長、蔡國珍副校長到場致詞勉勵外，各院院長、系主任、以及數十位班導師出席現

場為同學加油打氣。近兩屆校歌比賽辦理情形及成果如下： 

辦理年度 活動日期 參與班級率 參與人數比例 比賽結果 

105學年度 105年 12月

1日(四) 

29 個班級/班

級 出 賽 率

100%+ 福 州

大學陸生專

班 2班 

1,388 人/學生

出賽率 95.1% 

文創 1A及航管 1A並列第一名；

第三名則由觀光 1A、運輸 1B、

生科 1A、養殖 1A、法政 1A等

五個班級並列。並邀請航管 1A

擔綱 106級畢業典禮校歌演出、

文創 1A 擔綱 64 週年校慶慶祝

大會校歌演出。 

106學年度 106年 12月

7日(四) 

32 個班級/班

級 出 賽 率

100%+ 福 州

大學陸生專

班 2班+福建

農林大學陸

生專班 2班 

1,480 人/學生

出 賽 率

94.75% 

由運輸 1B(海洋創新 )及養殖

1A(海洋躍進)獲得首獎；海洋生

物科技 1A、觀光 1A、文創設計

1A、航管 1B、食科 1B及生科 1A

等六個班級獲得貳獎 (海洋活

力)；並預計邀請運輸 1B 擔綱

107 級畢業典禮校歌演出、養殖

1A擔綱 65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校

歌演出。 

107學年度 107年 11月

22日(四) 

32 個班級/班

級 出 賽 率

100%+ 福 州

大學陸生專

班 2班+福建

農林大學陸

生專班 1班+

陸生聯誼社 

1,466 人/學生

出賽率 91.7% 

由海洋經管 1A(海洋創新)及海

洋生技 1A(海洋躍進)獲得首獎；

環漁 1A、觀光 1A、運輸 1B、資

工 1B、養殖 1B以及電機 1A等

六個班級獲得貳獎(海洋活力)；

邀請海洋生技 1A擔綱 107級畢

業典禮校歌演出、海洋經管 1A

擔綱 66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校歌

演出。 

2.舉辦「FUN4導師生班級競賽聯誼活動」 

(1)為增進校園活力，促使班級師生間更為和諧融洽，激發愛校情懷，建立與同儕之

良好互動關係，同時亦促使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能蓬勃發展，舉辦 107 學年度 FUN4

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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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提昇同儕凝聚力、強化導師生互動，運用週四下午第 8、9 節課進行班級競賽活

動，促進導師生情誼，107學年度第 2學期 FUN4導師生班際聯誼競賽活動於 3月

7日(四)召開班代說明會，大一班級共計 20個班級報名參賽、大二以上班級共計 12

個班級參賽，比賽預計能有超過 2,000名以上導師生參賽人次。 

(四)提升學生社團設備及活動，鼓勵學生多元學習 

1.為鼓勵學生培養興趣，提升人文素質，特補助社團相關設備，106年補助新臺幣 213萬

元整，107年補助新臺幣 105萬元整，108年補助新臺幣 287萬元整，共計補助 605萬

元整，提供學生更優良且多元的校園環境。 

2.由於本校重視學生社團發展及添購相關設備器材，學生社團於全國大專校院各類型競

賽活動皆有卓越傑出之表現，近 3年學生社團參加全國性競賽獲獎成績如下： 

(1)本校學生社團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獲獎成績如下： 

年度 參賽社團 競賽屬性 獎項 備註 

106 J&C鋼琴社 康樂性社團 特優獎 
該社連續兩年榮獲特優獎且

成績為該競賽屬性第一名 

107 
樂水社 體能性社團 特優獎 

本校榮獲雙特優最高殊榮 
光畫社 學藝性社團 特優獎 

108 

光畫社 學藝性社團 尚未辦理 
競賽時間為 108年 3月 31日

至 4月 1日 

J&C鋼琴社 康樂性社團 尚未辦理 
競賽時間為 108年 3月 31日

至 4月 1日 

(2)本校管弦樂社及國樂社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競賽成果如下： 

年度 社團 競賽類型 獎項 

106 
管弦樂社 管樂合奏大專團體 B組 優等獎 

國樂社 絲竹國樂合奏 優等獎 

107 
管弦樂社 管樂合奏大專團體 B組 優等獎 

國樂社 絲竹國樂合奏 優等獎 

 

活動時間 

pm1510~1700 

3/7(四) 

班代說明會 

3/28(四) 

FUN4開幕賽 

4/25(四) 

FUN4運動會 

5/16(四) 

FUN4雙人艇 

5/30(四)FUN4

頒獎 

大一班級 

(3項比賽 

皆須參賽) 

學生活動中

心-原民廳 

下午 3:30-

4:20開會 

超級躲避球 

-育樂館 

下午 3:20 

開賽 

FUN4運動會 

   -育樂館 

各班級出賽

時間請參考

賽前通知 

FUN4雙人艇接

力賽(含大二以

上班級) 

-游泳池 

大二以上組 

下午 2:20開賽 

FUN4 頒獎結

合棉花糖情

人節 

-展示廳中午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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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校劍道社於 107年 12月 8日(六)至 9日(日)在 107年度全國大專院校劍道錦標賽，

乙組共計 27 所學校參賽，經兩天撕殺纏鬥過關斬將全力以赴體力耗盡。本校勇奪

男子團體過關賽第五名、男子團體得分賽第七名、個人賽段外組榮獲冠軍、三段

組個人賽榮獲第六名，表現優異。 

(4)本校棒球社於 107年 12月 7日(五)至 9日(日)參加 107學年度第十四屆陳河東盃全

國慢速壘球錦標賽勇奪亞軍佳績，表現優異。 

3.因本校學生社團蓬勃發展且於全國競賽場合有優異傑出之表現，本校全國社團評鑑獲

獎社團受教育部邀請於「全國社團評鑑觀摩活動-同性質社團觀摩與經驗交流座談會」

擔任與談人，與全國參賽代表分享社團經營運作之經驗，展現本校學生多元發展之軟

實力，受邀分享講座場次如下： 

年度 與談人 備註說明 

106 
樂水社社長 

國志揚同學 

105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體

能性及康樂性社團特優獎 

107 
鋼琴社社長 

彭義琹同學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康

樂性社團特優獎 

108 
樂水社社長 

林耘頡同學 

107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體

能性及康樂性社團特優獎 

(五)海大志工群-太鼓團 

海大太鼓團志工群於 104年 4月成立迄今，每年積極參與校內重大活動演出，並受邀擔

任校內外許多重要活動開場表演。經由學習傳統鼓藝，期望學生能在傳統藝術的學習中

學會認同、瞭解傳統藝術之美，並透過傳統鼓藝的表演，展現自己的才能，進而影響同

儕之間對於傳統藝術之認同。授課老師為基隆長興呂師父龍獅團-林美吉師父。 

(六)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為厚植學生社團幹部之專業經營能力，提升社團活動之品質及滿意度，並持續培養學生

多元能力，鼓勵同學參加社團菁英培訓活動，並考取社團經營師專業證照，提升職場競

爭力。 

八、菸害防制工作推動 

(一)違規吸菸勸導 

發送全校禁菸(電子煙)宣導電子郵件，宣導內容包含告知本校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本

校吸菸區位置、電子菸的危害及衛生局違規舉報專線等資料。如發現違規吸菸者，經勸

導無效亦可向基隆市衛生局匿名違規吸菸舉報，該局會指派人員至校內稽查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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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菸輔導轉介 

衛保組提供尋求戒菸諮詢服務者，施行尼古丁成癮度檢測，以了解吸菸量及吸菸情況，

提供戒除菸品相關技巧及討論。另輔以提供菸品(電子煙)危害、戒菸門診及戒菸諮詢電

話等相關資訊。 

(三)愛地球-大武崙沙灘拒菸淨灘活動 

1.日期時間：107年 10月 14日(下午 1-4時)。 

2.活動地點：基隆大武崙沙灘。 

3.參加對象：學生社團海展隊及學生志工。 

4.合辦單位：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學生社團海展隊。 

5.活動內容：結合學生社團海展隊及學生志工假基隆外木山大武崙沙灘辦理淨灘活動，去

除沙灘上的菸蒂、菸盒及垃圾，讓美麗的沙灘回復它原有乾淨、美麗的樣貌，此活動

計有 20名學生志工熱情參與。 

(四)揪團闖關有獎徵答活動 

1.於 107年 11月 4日起至 107年 11月 20日止結合住宿輔導組共同辦理，由本校學生填

寫菸害防制宣導及愛滋病防制宣導有獎徵答抽獎券後送交衛保組，問答題目全部完成

並答對者即有機會參加抽獎。 

2.該活動透過填寫有獎徵答問卷方式，讓同學們知道菸品對健康的危害，愛滋病傳染途徑

及如何避免性病之方法，以建立正確知能、釐清錯誤的觀念，並提供可諮詢輔導資源之

訊息。 

3.此活動截至 107年 11月 20日止計有 463人參加，並邀請衛保組宋文杰組長抽出 57名

得獎者，菸害防制宣導獎項分別為「拒菸尖兵獎」-商品卡 300元*5名；「無菸清新獎」

-商品卡 200元*10名；「幸運衛保獎」-商品卡 100元*12名；「健康．好獎」-樂活杯*2

名。愛滋病防制宣導獎項為「愛健康獎」-商品卡 300元*5名；「健康．愛獎」-商品卡

200元*10名；「好愛．健康獎」-商品卡 100元*13名。 

(五)與諮輔組合作於 107年 11月 6日全校導師座談會，發送菸害防制宣導資料，請導師協

助菸品危害宣導。 

(六)「健康同學會 Part1」宣導講座 

1.於 107年 11月 14日(下午 5：30-6：30)與基隆市中正區衛生所、本校國際事務處、河

工系及學生社團海鷗救護社合作，假本校行政大樓第一演講廳辦理「健康同學會 part1」

宣導講座。 

2.講座邀請基隆市中正區衛生所呂燕婷護理長蒞校宣導，內容以愛滋防制宣導活動為主，

菸害防制宣導為輔，講座中穿插互動式有獎徵答活動，搶答答對者贈送超商商品卡，參

與學生認真聽講、反應熱烈，共計有 85人參與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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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寶可夢小學-兒童一日營隊活動 

1.日期時間：107年 12月 2日(日)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 

2.活動地點：基隆市正濱國小。 

3.參加對象：基隆市正濱國小學生。 

4.合辦單位：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學生社團海展隊。 

5.活動目的：菸害防制宣導及生物科普教育。 

6.活動內容：結合本校學生社團海展隊辦理兒童一日營隊活動，透過分組及團體趣味活動

設計，加入反菸宣導、菸品危害及電子菸危害等內容，讓學生了解並拒絕菸品及電子

菸的危害，共有 55人參加。 

(八)菸害防制暨紫錐花聯合會議 

1.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菸害防制暨紫錐花聯合會議業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日假行政大樓

三樓會議室召開完畢。 

2.會議討論決議事項 

(1)請教職員同仁間、系教官、學生幹部及學生間，相互提醒並勸導吸菸請至吸菸區。 

(2)請課指組結合學生社團力量一起施行菸害防制及交通安全宣導，衛保組與學生代

表共同研擬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九)本校擔任教育部 107年度大專校院菸害防制推廣學校，經書面審查遴選為特色學校，並

於 107年 12月 18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與教育部共同辦理之「107年度大專校院菸

害防制績優暨成果觀摩會」分享實務經驗。 

(十)未來推動事項 

1.移除本校非吸菸區類熄菸筒容器。違規吸菸勸導以引導吸菸者至吸菸區為主，並將商船

系館外、海音咖啡旁空地、技術大樓後側出口等處列為重點勸導區域。 

2.主動邀請吸菸者參與戒菸教育課程，鼓勵及早戒除菸癮。持續辦理菸品危害防制教育宣

導活動及推廣戒菸教育課程。 

3.結合學生會及學生社團合作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並補助菸害防制宣導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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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總務處報告 

一、校園環境綠美化 

規劃合適本校環境種類之櫻花種植，分別種植在生科大樓後方、女一舍左前、研發處後、

食科系左前及育樂館右前方共計 5 處。 

 

 

圖一、規劃合適本校環境種類之櫻花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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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建工程 

(一)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新建築物位於工學院校區電機二館前方，為地下一層、

地上九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3,250 坪，經規劃、設計、校內外機

關審查及工程招標，已於 107 年 9 月開工，於 108 年 3 月完成地下室開挖並進行基礎及

地下室結構工程，預計 108 年底完成結構體，預計 110 年上半年取得使用執照及啟用，

將可增加及改善系所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空間。 

 

 

 

 

 

 

 

 

 

 

 

 

 

 

 

 

 

圖二、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基地位置及外觀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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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新建建築物位於校外中正路 613 巷與中正路 621 巷間，

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1,437 坪。經規劃設計

及校內外機關審查，建造執照於 107 年 11 月核准。給水、汙水、電信、電力及消防等

五大管線審查已於 108 年 3 月完成，預計 108 年 5 月進行工程開標，若順利決標，預計

110 年底取得使用執照及啟用。完成後一樓為機車停車場，二樓為 4 間教室，三至七樓

為 294 個住宿床位。 

 

 

 

 

 

 

 

 

 

 

 

 

 

 

 

圖三、進修教育推廣大樓基地位置及外觀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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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生物培育館：新建築物位於電機 2 館後方臨海側，為地上兩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

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500 坪。本案於 106 年 7 月開工，107 年 8 月實體工程竣工，

使用執照於 108 年 3 月核准，已可啟用，增加海水養殖實驗研究空間，並可供訪客參

觀。 

       

 

 

 

 

 

 

 

 

 

 

 

 

 

 

 

圖四、海洋生物培育館基地位置及外觀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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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學實驗中心：新建築物位於於工學院館後方臨海側、沙灘排球場及海洋生物培育館

之間，為地上一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 148 坪，經規劃設計及校內

外機關審查並取得建造執照後，於 108 年 3 月，預計 109 年 2 月竣工並申請使用執照。

完成後將補足現有聲學實驗室的不足，同時提供完整學術研究相關標準之測試，且協助

相關產業進行聲學性能測試之服務。 

    

 

 

 

 

 

 

 

 

 

 

圖五、聲學實驗中心基地位置及外觀模擬示意圖 

 

(五)海洋環境藻礁中心：位於桃園觀音校區，為地上 3 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約 830 坪，含藻礁生態潮間帶主題館、海洋生態環境教育中心、核心辦公室等。案經

107/10/17 總務會議、107/11/1 校發會、107/11/7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107/11/22 校務

會議通過。目前進行委託建築師進行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預計 110 年施工，112 年

完工啟用。 

(六)馬祖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為地上 3 層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約為 300 坪，原則供約

100 人住宿，案經 107/11/7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107/11/22 校務會議通過。目前進行

委託建築師進行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預計 109 年施工、完工及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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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教育推動情形  

有關配合本校已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海大雨水公園」及校區因坡地關

係與周邊腹地之「龍崗生態園區」為主體，推廣山海學園的環境永續生態概念與環境教

育推廣活動，107年 10月 1日至 108年 03月 31日止，計分五種類型梯次推廣辦理，

如下： 

(一)「戶外教學」環境教育推廣辦理梯次總表 

梯次 日期 人數 參加對象 

1 107/10/12(五) 42 台中台糖量販店 

2 107/10/24(三) 41 台中台糖量販店 

3 107/10/27(六) 40 家扶中心安親班 

4 107/11/05(一) 62 何嘉仁安親班 

5 107/11/06(二) 42 新竹市環保局員工 

6 107/11/10(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7 107/11/23(五) 37 基隆市環保局環境教育志工 

8 107/11/27(二) 39 顧八斗協會志工 

9 107/11/29(四) 40 基隆市社造協會 

10 107/14/30(五) 39 基隆市隆聖國小 

11 107/12/01(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12 107/12/01(六) 38 基隆市隆聖國小 

13 108/01/20(六) 101 慈濟中正萬華區親子成長營 

14 108/03/08(五) 76 工研院電光系統所微縮型智能系統組員工 

 人數總計 685人 

(二)「講座簡報」環境教育推廣辦理梯次總表 

梯次 日期 人數 參加對象 

1 107/10/12(五) 42 台中台糖量販店(一) 

2 107/10/24(三) 41 台中台糖量販店(二) 

3 107/10/27(六) 40 家扶中心安親班 

4 107/11/06(二) 42 新竹市環保局員工 

5 107/11/10(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6 107/11/23(五) 37 基隆市環保局環教育志工 

7 107/11/27(二) 39 顧八斗協會志工 

-60-



8 107/11/29(四) 40 基隆市社造協會 

9 107/14/30(五) 39 基隆市隆聖國小 

10 107/12/01(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11 107/12/01(六) 38 基隆市隆聖國小 

12 108/01/20(六) 101 慈濟中正萬華區親子成長營 

13 108/03/08(五) 76 工研院電光系統所微縮型智能系統組員工 

 人數總計 623人 

(三)「影片觀賞」環境教育推廣辦理梯次總表 

梯次 日期 人數 參加對象 

1 107/10/27(六) 40 家扶中心安親班 

2 107/11/10(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3 107/12/01(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4 108/01/20(六) 101 慈濟中正萬華區親子成長營 

 人數總計 229人 

(四)「環保 DIY」戶外環境教育推廣辦理梯次總表 

梯次 日期 人數 參加對象 

1 107/10/12(五) 42 台中台糖量販店(一) 

2 107/10/24(三) 41 台中台糖量販店(二) 

3 107/10/27(六) 40 家扶中心安親班 

4 107/11/06(二) 42 新竹市環保局員工 

5 107/11/10(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6 107/11/23(五) 37 基隆市環保局環教育志工 

7 107/11/27(二) 39 顧八斗協會志工 

8 107/11/29(四) 40 基隆市社造協會 

9 107/14/30(五) 39 基隆市隆聖國小 

10 107/12/01(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11 107/12/01(六) 38 基隆市隆聖國小 

12 108/01/20(六) 101 慈濟中正萬華區親子成長營 

13 108/03/08(五) 76 工研院電光系統所微縮型智能系統組員工 

 人數總計 6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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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龍崗生態園區」戶外環境教育推廣辦理梯次總表 

梯次 日期 人數 參加對象 

1 107/11/10(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2 107/12/01(六) 44 福智基金會青少年班 

 人數總計 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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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自助式取用(不產生廚餘)、環保又低碳(不使用免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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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圖資處報告 

一、 推展智慧圖書館，提升海大的競爭力。 

108年近程著手執行事項如下： 

(一)預約代借智取書櫃系統上線與擴充。 

(二)圖書館資料倉儲系統開發。 

(三)校園 VR導覽結合 720。環景。 

(四)圖書館資料倉儲系統開發。 

(五)研議籌劃無人圖書館可行性。 

二、優化機構典藏平臺功能和內容，傳播本校研究成果。 

(一)持續進行校內碩博士論文及老師相關研究論文之徵集，達到穩定成長的目標，並進行系

統功能升級和改進。 

(二)進行相關論文資料補正以及發表人帳號與論文進行連結。 

三、強化E-mail系統服務功能和使用安全。 

(一)規劃建置email系統備援架構，購置email系統之備份硬體，提供更安全服務功能。 

(二)開放社團和計劃為單位，提供申請email機制；開放google帳號兩步驟驗證功能。 

(三)加強信件系統安全，提供各種垃圾信件管理機制，加強信件安全服務。 

四、強化圖書館空間利用，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之執行計畫。 

(一)ROV學習空間：於館內三樓夢幻海洋內，增設ROV學習區域，提供讀者水下載具模擬

操作學習。 

(二)活絡書庫空間：因應館藏逐年增加，賡續進行館藏空間調整與整理，移轉較少被利用圖

書至罕用書庫，淘汰陳舊破損圖書，使書庫空間有效利用。 

(三)強化圖書館實體空間利用：針對館內現有空間進行檢視及調整，營造優質閱讀空間及氛

圍，吸引讀者入館使用。 

五、 加強圖書資源利用教育，提升資訊素養知能之執行計畫。 

(一)舉辦各式圖書資源利用說明會，深入系所教室解說圖書資源：配合校方舉辦「新生入

學教育週」及學務處「大一學習促進」等活動，舉辦「開啟圖書館的旅程-認識圖書

館」說明會外，並主辦「學會資料怎麼找」及邀請資料庫廠商專業講師蒞校舉辦說明

會，以解說學校訂購之電子期刊、資料庫及電子書。 

(二)推動館際合作：積極爭取對外取得資源之多種管道，以弭平研究資源不足。目前已提

供全國文獻傳遞系統、圖書互借證交換、北聯大圖書資源共享平台之臨櫃借還及代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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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還服務等多種項目以塑造資源共享、互通有無資源分享。 

(三)提升電子資源使用量：為改善數位時代電子資源利用效率，導入並積極推廣資源探索

服務系統。藉由預先索引資料於雲端的技術，提供使用者一站式搜尋學校訂購資源以

簡化全文取用之便利性，進而提升使用量。 

(四)積極舉辦多項寓教於樂活動：為行銷圖資處以達成全校師生廣為利用之目標，除積極

配合其他單位進行圖書館導覽外，並定期舉辦圖書館週及不定期推出線上有獎徵答活

動。運用多方途徑吸引讀者興趣以行銷圖資處。 

六、強化並持續擴充核心館藏以支援師生教學研究之執行計畫。 

(一)提升每位師生可查檢利用之館藏資源數量：於既有經費外同時積極加入各式合作聯

盟，以有效擴充本校師生教學研究可利用之核心及特色書刊資源。 

(二)深化數位資源內涵及利用：以海大讀者需求為導向，加強徵集電子期刊、資料庫、電

子書等各式有價及免費數位資源，並連結指引相關特色資源，以提供符合本校師生教

學與研究需求的便利數位資源利用環境。 

(三)持續強化電子資源利用平台：除提供海大師生單一入口以整合查詢本校可利用之各式

中外文數位資源外，並同時建置電子期刊、電子書及資料庫不同資源種類專區，輔助

讀者迅速查檢取得所需特定資源。目前本校電子資源入口網收錄之可利用資源已逾30

萬筆，108年度預計規劃再增加至少1萬筆電子書刊資源供查檢利用。 

七、維護校務行政系統之軟硬體設備之執行計畫。 

(一)落實行政作業電腦化以提升服務品質與績效，未來規劃將資料表單逐步改為自動化模

式，也讓開發人員有更多的餘力開發新系統來提供更好的服務項目及品質。 

(二)維護更新校務行政系統之軟硬體設備，逐年分階段投入虛擬化環境建置及老舊系統移

轉，提供更彈性化的軟硬體服務環境。 

八、建置雲端基礎平台及網路服務之執行計畫。 

(一)為維持海洋雲虛擬主機服務永續經營，且提昇本校電腦資源有效應用及降低各單位建

置與維運成本，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訂立海洋雲虛擬主機服務管理辦法。目前本校海

洋雲虛擬主機常態開機狀態下約有87台，皆為老師、學生及行政單位申請使用，並結合

中華電信hiCloud公有雲服務，使用者可依實際需求選擇使用環境。 

(二)提升位於圖書館二樓之雲端體驗區軟體服務品質，將電腦教室使用之軟體安裝於雲端

體驗區之雲端電腦上，解決當電腦教室正在上課時，學生無法使用電腦教室軟體之問題，

讓使用更具彈性。更可支援3D繪圖功能，讓電腦教室3D繪圖軟體可以順暢執行。 

(三)汰舊換新無線網路設備，提供穩定的無線網路使用環境。無線網路基地台建置迄今使用

已超過5年，基地台故障數量已累計將近1/3，計畫自今年起分階段逐年汰換。除汰換原

有基地台外，將再新增數個服務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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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汰換行政大樓與教學中心網路交換器，提供穩定的校園網路環境。 

(五)育樂館新增4對多模光纖網路，未來畢業典禮轉播可透過光纖直接傳送至資訊機房。 

(六)資訊機房主要交換器網路介面由100MB提升至1000MB，並完成機房環控與門禁系統虛

擬化。 

(七)行政大樓網路防火牆規則採用原則全部關閉，例外開放為主，以降低校內外對行政大

樓資訊設備攻擊入侵的機會。 

九、強化海大手機版網頁。 

(一)增加手機版網頁功能，提升師生使用黏著度。 

(二)強化手機內建功能(GPS、相機等等)與網頁間的連結，增加更多元的應用。 

十、強化TronClass教學平台系統。 

(一)提供更彈性的數位學習方式，隨時線上閱讀或視聽教材，即時獲取最新課程動態，並

可從APP查看個人課表。 

(二)數據化學習效果，透過線上測驗和線上繳交作業，了解學生的上課效果，並能減少批

改時間及減少試卷紙張，提高教學效率。 

(三)作業、考勤、分組學習表現納入成績考量，學生可隨時查看學習狀況及成績落點分

析，適時調整學習步調。 

(四)於公開課程報名參加研習或微學分課程，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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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際處報告 

一、 境外生有效招生、策略及具體成效 

(一)僑生招生策略及具體成效 

1.招生策略 

(1)積極拓展各項招生管道，全方位網羅華僑學子 

除了聯合分發之外，本校於 103 學年首次辦理僑生個人申請及僑生以外國學生身份

申請入學，於 104 年啟動學校單獨招生作業、於 105 學年度將單獨招生管道設計為

兩階段招生、於 106 學年度延長單獨招生管道申請作業時程、於 108 學年度加入台

大十校單獨招生海推管道，達成更多元化管道招生的目標。 

(2)積極拜訪海外華人組織及僑教相關單位、參與各項海內外教育展及辦理各項參訪接

待業務。 

(3)本處與校內各處室之相互合作與配合 

A.與校友服務中心合作： 

(a)積極與馬來西亞、澳門與香港等地區的畢業校友之聯繫與拜訪，並於海外招生

說明會時邀請畢業校友參與海外教育展進行經驗分享。 

(b)加強學校、僑生校友之連結，主動與海外校友聯絡並提供學校訊息。 

B.與招生組密切配合，共享招生資源與技巧。 

C.與註冊組及軍訓室密切聯繫，提供學生必要之輔導，加強口碑行銷。 

D.與生輔組密切聯繫，提供學生各項獎助學金資訊，幫助需要的學生並提升就讀意

願。 

(4)加強對招生有影響力的潛在單位之聯絡 

A.持續與各地區辦事處(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及印尼等地)保持友善聯繫。 

B.持續與各地區中學校長與師長、當地華人組織保持友善聯繫，定期寄發本校簡介、

文宣。 

C.每學期至國立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辦理三場次招生宣傳活動(第一次為每年 9 月僑

大新生入學時，第二次約為每年 10 月於個人申請開始時)，並邀請至本校參訪(需

視僑大時間，原則上安排於個人申請剛開始時)。 

2.具體成效 

(1)積極拓展各項招生管道，全方位網羅華僑學子： 

A.個人申請管道錄取人數由 103 學年度 45 人增加到 107 學年度 62 人，成長 38%。 

B.學校單獨招生管道錄取人數由 105 學年度 5 人增加到 107 學年度 57 人，成長

1000%。 

C.107 學年正式加入台大十校單招海推，共計 88 人申請，錄取 20 人。 

-71-



(2)積極拜訪及參與各項海內外教育展、積極辦理各項參訪業務： 

由張校長親自帶隊前往僑居地各中學演講或舉辦招生說明會，拓展版圖，並由國際

處積極派員參與各項招生教育展等活動及辦理各項參訪業務，提升本校知名度，與

當地華人組織及中學保持良好互動。 

A.在校僑生總人數由 101 學年度之 161 人增加到 107 學年度 389 人，成長 141.61%，

請參閱圖一。 

B.僑生學士班新生總人數由 101學年度 40人增加到 107學年度 103人，成長 157.5%，

請參閱圖一。 

(3)加強對招生有影響力的潛在單位之聯絡 

A.由張校長帶領參與教育展及接待海外僑校來訪並建立結盟關係，以擴大招收海外

僑生，交流情況如表二。 

B.101 學年前尚無簽約中學、102 學年有 3 所(香港東華三院)、103 學年加入海外聯

合招生委員會集體簽約儀式，103 學年度共計簽約 102 所 、104 學年共計簽約 107

所、105 學年共計簽約 109 所、106 學年共計簽約 110 所及 107 學年共計簽 112

所。 

(4)本校之招生文宣定期透過電子郵件和紙本郵寄至港、澳、馬來西亞、印尼、緬甸、

越南等中學共計 300 所 (香港 181 所、澳門 35 所、馬來西亞 80 所、印尼 2 所、緬

甸 2 所、越南 1 所) 。 

(二)國際學生招生策略及具體成效 

1.招生策略 

(1)積極與海外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建立夥伴關係。 

(2)積極招收與輔導港、澳、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區僑生以外籍生身分入學。 

(3)調整境外學生獎學金並彈性運用，已提升更多外籍生入學意願。 

(4)積極與海外姊妹校(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港澳)互動宣傳本校招生資訊。 

(5)主動提昇與國外獎學金機構之聯繫。 

2.具體成效 

(1)在校國際學生總人數由 101 學年度之 63 人增加到 107 學年度 127 人，成長率為

102.00%，請參閱圖二。 

(2)國際學生新生總人數由 101 學年度 25 人增加到 107 學年度 35 人，成長率為 40%，

請參閱圖二。 

(三)陸生招生策略及具體成效 

1.招生策略 

(1)透過姐妹校交流窗口協助公告轉知本校碩、博士班招生資訊。 

(2)寄發 Email 予歷屆來校研修交流之姐妹校學生，說明本校學、碩、博士班招生資訊，

並請歡迎同學轉知其他符合報考資格之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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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體成效 

本校大陸地區學生人數(含學位生及交換生)：101 學年度為 78 人增加到 107 學年度 189

人，成長率為 142%，每學年人數統計如表一。 

(四)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僑生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修正僑生招生申請管道：3 梯次學校單獨招生 

為提供僑生多元入學管道及招生彈性，本校於 104 學年開始使用學校單獨招生管道，

於 105 學年提出兩階段學校單獨招生，於 106 學年依各地區學生申請習慣及時程，

再細分調整為 3 梯次招生，並擴充名額至 60 名，未來將再依歷年招生情況分析，逐

步調升學校單獨招生配額，期盼更符合現今學生申請需求。 

(2)以僑生為活招牌的口碑宣傳 

A.僑校參訪本校時 

積極鼓勵與培養在校港澳和馬來西亞僑生幹部參與外賓參訪本校之活動，透過參

訪前之籌備會議及參訪後之檢討會議，可凝聚僑生之向心力，並藉由在校僑生與

來訪中學師長與學弟妹的交流，促進外賓對本校之信任感，亦使僑生有機會參與

學校事務，也讓在校僑生可成為本校的僑生招生活招牌。 

B.校外教育展時 

藉由教育展活動邀請在校僑生現身說法，吸引海外優秀學子赴本校就學。 

C.僑生於假期返回僑居地時 

鼓勵僑生於寒暑假返回僑居地時，至其畢業中學分享來本校就讀之心得並進行宣

傳。 

2.外國學生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除了持續推動現有招生策略外，近期內將落實本校願景，推動英語學分學程，以擴大

招收外國交換生及學位生: 

(1)除了華語中心課程，統合學院英文課程，提供套式交換生英文學程。 

(2)持續推動日本長崎大學博士雙聯學位學程，並討論未來碩士雙聯學位的可能性。 

(3)本校與美國羅德島大學的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4)未來可循此模式，將所有雙聯學位與國外大學合作列入國際研究所學程，例如:美國

華盛頓大學、日本東京海洋大學等。 

3.陸生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透過會議及相關管道建議政府逐步放寛對於涉海科系的研修限制、減短大陸學歷採

認政策的期程、增加學歷採認之學校數。 

(2)加強與大陸地區「985 工程」學校、「211 工程」學校之交流,營造姐妹校合作的機會，

除可增加本校陸生之員額亦可提昇本校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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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外生輔導(含生活、住宿…)  

(一)國際生輔導 

1.精進國際生課業與研究輔導，促進國際生與本地學生文化交流與學習 

(1)每學期新生入學時辦理一場次新生座談會，宣導最新政府法規及措施、學校組織及

各項業務流程，協助其校園之生活，以及福利權益之維護與爭取。 

(2)入學後辦理文化交流活動，促進國際生與本地生文化交流與學習，落實大學部專責

導師與學伴制度。 

2.建置雙語學習環境，改善校園生活設施 

(1)建置友善學習環境與設施，校園標誌雙語化(各項交通指標、大樓名稱、路標牌誌與

校園地圖)已達 95%，並持續改善中。 

(2)推行全校行政與學術單位之法規、申請表單與相關資訊英語化，以建構友善雙語校

園環境。 

(3)定期檢核並提醒各教學、行政單位更新其英文網站，以提供雙語資訊。 

3.精進接待家庭機制，積極辦理接待家庭計畫 

(1)邀請本校教職員與學生家長及基隆市民擔任接待家庭，協助國際生生活輔導與文化

適應。 

(2)接待家庭數於 101、102、103、104、105、106 及 107 學年分別為 30、33、35、32、

25、10 及 11 家。 

4.規劃境外學生服務學習與社區多元化交流 

(1)辦理境外生文化週、英文會話學伴、參與社區地方節慶與公益活動。 

(2)參與社區高中、國中、國小之多元文化分享活動，由國際生分享其所屬國地理、文

化資訊，進而培養與社區及本地學生之互動、關懷與回饋情誼，增進彼此交流與學

習。 

(3)國際生交流文化活動辦理場次於 101、102、103、104、105、106 及 107 學年分別為

15、14、16、18、15、18、16 場。 

5.強化外國學生聯誼社的組織運作 

促進最新資訊的流通，並培養新生成為將來的團幹部，俾利社團順利運作。 

6.國際生生活住宿設施規劃改善 

除提供校內住宿外，並提供國際學生宿舍，以使外國學生友善在校生活。 

(二)陸生輔導 

1.陸生新生入學輔導活動 

(1)協助每學期來校交流之新生辦理接機入住、辦理註冊程序、申請保險，統一証號申

請等事宜。 

(2)交流期間課業輔導及生活適應，結業成績寄送及聯繫。 

(3)與系所合作，協助安排本地生為陸生學伴，成立學伴群組，辦理各式聯誼活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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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兩地學子交流。 

2.輔導成立陸生聯誼社 

指導組織運作、協助年度活動規劃、參與活動籌備、辦理陸生意見調查。 

3.設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陸地區學生獎勵金」 

為獎勵大陸地區優秀學生至本校就讀，學位生每學期可申請一次。 

4.設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陸生 3+1 聯合培養人才專班書卷獎獎勵金」 

為獎勵 3+1 聯合培養人才專班之交換學生至本校研修，每學期頒發一次。 

(三)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國際學生輔導 

(1)為提供友善雙語環境，擬推動本校教學、行政單位之表單、法規及指標全面雙語化。 

(2)強化外國學生聯誼社與本國學生社團之互動，使雙方可多方面交流。 

2.陸生輔導 

(1)擬規劃與本地生同住，增進交流機會。 

(2)透過課程及活動，強化陸生與本地學生及師生的交流互動。 

(3)協助相關單位維護陸生安全，如夜晚校園或宿舍緊急事件處理協助。 

三、國際交流及聯盟(含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雙聯學位與大陸合作 3+1、姐妹校…) 

(一)108 年 1 月與美國羅德島大學合作辦理移地教學課程，計有 3 名美國教授與 2 名海大教

師指導,共計 14 名外國學生及 23 名本校學生參與。 

(二)與外國大學辦理雙聯學位 

1.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於 108 年 3 月拜會本校，開始啟動兩校簽訂雙聯碩士學位合作協議

書與 3+1+1 學程事宜。主要針對本校工學院為合作對象。 

2.馬來西亞登家樓大學已進入雙聯碩士學位合作協議書磋商階段，俟雙方學分抵免與運

作期程妥訂後將互相選送學生參與該計畫。 

(三)與大陸合作 3+1、姐妹校 

1.與大陸地區姐妹校推動 3+1 聯合人才培養計畫 

(1)本校自與姐妹校福州大學(104 學年度起)、福建農林大學(106 學年起)合作推動聯合

人才培養計畫，採用「3+1」的合作模式，學生在第三學年期間赴本校學習，修完教

學計畫規定的課程和學分後，由本校出具課程學習成績和研修證明，原就讀學校承

認學生在台學習的學分。 

(2)學生完成學業後頒發福州大學、福建農林大學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 

(3)104 至 107 學年度至本校河工系及造船系研修之學生人數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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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至河工系研修學生人數 至造船系研修學生人數 合計 

104-1 76 70 146 

104-2 76 69 145 

105-1 59 59 118 

105-2 59 58 117 

106-1 59 57 116 

106-2 59 57 116 

107-1 29 31 60 

107-2 29 31 60 

(4)106 學年度至本校食科系及機械系研修之學生人數詳如下表。 

學年度 至食科系研修學生人數 至機械系研修學生人數 合計 

106-1 24 15 39 

106-2 24 15 39 

107-1 7 0 7 

107-2 7 0 7 

2.姐妹校成長具體成效 

(1)102 學年姊妹校數合計 59 所增至 106 學年姊妺校數 119 所，如圖三。 

(2)由於簽約策略有效於招生與實質合作，102 年至 107 年合計與港澳約 100 餘所高中

簽訂合作備忘錄，並推動僑生以外籍生身分入學。 

(四)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拓展簽訂雙聯學位合作之大學 

(1)美國辛辛那提大學(雙聯碩士學位)。 

(2)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雙聯碩士學位)。 

(3)日本長崎大學(雙聯碩士學位)。 

2.簽訂重點地區姊妹校，提升招生宣傳動能 

(1)馬來西亞地區。 

(2)印尼地區。 

(3)越南地區。 

(4)菲律賓地區。 

四、學生出國人數及經費 

(一)為促進本校國際化，積極推動學生出國，學生出國人數由 100 學年 265 人增加 201%至

102 學年度之 798 人，補助學生之經費由 100 學年 5,417,854 元增加 210%至 102 學年度

之 16,781,672 元，101 至 107 學年度本校獎補助學生出國人數及經費重點說明，如表三。 

(二)推動學生參與姊妹校短期研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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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同學參與美、加、法、日、韓、馬、越南及大陸地區等姊妹校交換計畫以增進學生

之語言能力、專業學識及國際觀，101 至 107 學年度姊妹校短期研修計畫參與人數統

計，如圖四。 

2.協助同學利用暑假期間參與研習營 

鼓勵同學在不影響學期修課安排的情況下，至美加地區參與相關語言增進課程，並了

解當地之歷史文化。 

(1)各學年度辦理情況 

A.101、102 學年度分別參與美國柏克萊 ELS 暑期遊學營及加拿大姊妹校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暑期研習營活動。 

B.103 學年度參與美國姐妹校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暑期研習營及加拿大溫哥華

ELS 暑期遊學營。 

C.104 學年度參與至 106 學年度擴大辦理美國姊妹校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暑期

研習營、美國姐妹校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暑期研習營、加拿大姊妹校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及加拿大溫哥華 ELS 暑期英語研習營。 

D.107 學年度更新增與馬來西亞姊妹校 University Malaysia Terengganu 合作辦理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暑期研習營，由本校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學生組團參加。 

(2)各學年度補助金額 

A.101 學年度獎補助每名參加同學新臺幣 1 至 1.5 萬元。 

B.102 學年度為鼓勵學生踴躍參與並降低同學之經濟負擔，提高獎補助金額至每名

新臺幣 5 萬元整。 

C.103 學年度依活動負擔經費調整獎補助每名參與同學新臺幣 3.5 萬元。 

D.104 至 106 學年度依計畫類型不同，補助每名參與同學新臺幣 2.5 萬元至 3 萬元不

等。 

E.107 學年度分別與 107 年 8 月 5 日至 107 年 8 月 18 日及 108 年 1 月 13 日至 108

年 1 月 26 日推派 18 位及 12 位同學參與，前述 18 位學生由該校落地接待並獲本

校補助機票費用；12 位學生由新南向計畫補助，每名學生獲新臺幣 4 萬元補助。 

F.歷年總獎補助經費，如圖五。 

(三)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舉辦「學生赴國外短期研修說明暨成果發表會」、「研習營說明會」 

每學期藉由承辦人員之說明及過去參與同學之分享，使同學更加了解學校提供之出國

管道及相關補助。 

2.積極與美加地區姊妹校聯繫並商討合作辦理暑期研習營之可能性 

除了以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e)為主題外，103 學年度首度與美國姊妹校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合作辦理以 Cross Culture(美國歷史文化)為主題之研習營，104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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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首度與美國姊妹校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合作辦理提供專業課程（Technical 

Courses）之暑期研習營，提供學生更多選擇。 

3.配合新南向與東南亞姊妹校聯繫並商討合作辦理暑期研習營之可能性 

107 學年度首度與馬來西亞姊妹校 University Malaysia Terengganu 合作辦理以海洋生物

科學為主題之研習營，未來將持續與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姊妹校聯繫共同辦

理暑期研習營之可能性。 

五、其他  

(一)辦理「暑期陸生海洋夏令營」交流活動 

為推動海峽兩岸海洋科教及學術交流，自 101 學年度起開始辦理「暑期陸生海洋夏令營」，

以本校海洋特色課程，搭配臺灣知名景點參訪，使來訪師生可更進一步了解臺灣文化、

本校特色、海洋領域相關議題，歷年參與學校及人數分析如下： 

1.101 學年度為首屆試辦，邀請上海海洋大學、福建農林大學及廈門大學，計 3 所姊妹校，

28 名師生參與，學生反應熱烈。 

2.102 學年度擴大辦理，共邀請 10 所姊妹校，175 名師生參與。 

3.103 學年度延長活動時間為 10 天，共邀請 13 所姊妹校，113 名師生參與。 

4.104 學年度因大陸地區赴外交流政策變動，活動時間改為 7 天，計 6 所姊妹校，80 名

師生參與。 

5.105 學年度，共邀請 7 所姊妹校，63 名師生參與。 

6.106 學年度，共邀請 5 所姊妹校，54 名師生參與。 

7.歷年參與人數及學校數，如圖六。 

(二)辦理教育部青年署「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為拓展學生出國管道並延續相關效益，自 104 學年度起向教育部申請本計畫，協助本地

生以海洋產業與自身專業結合，擬定赴海外之體驗子計畫，並透過學期間的海洋產業通

識課程、與境外生語言暨文化交流活動等訓練，使其能於暑假期間獨立時間本計畫。 

1.104 學年度以「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主題，獲教育部核可並補助新臺幣 56 萬

元整，本學年度計 41 名學生參與課程，38 名學生實際完成赴外計畫。 

2.105 學年度續以「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主題，獲教育部核可並補助新臺幣 92

萬 5,662 元整，本學年度擬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學生赴新南向 18 國進行計畫，

計 55 名學生參與課程。 

3.106 學年度續以「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主題，獲教育部核可並補助新臺幣 70

萬元整，計 55 名學生參與課程。 

(三)辦理教育部「106 年度新南向計畫」 

1.個別學校申請項目: 

(1)106 年 10 月 22 日辦理為期 2 週馬來西亞、越南華語暨海洋科學培訓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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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於 106 年 12 月獲教育部核定補助新臺幣 75 萬元整，於 107 年 3 月 3-10 日辦理冬

日學校活動事宜，參與國家：越南、馬來西亞及印尼，參與人數共計 83 人。 

(3)107 年核定費用為 261 萬元整。 

(4)107 年 12 月 5 日至 14 日辦理共計 10 日假日學校，來訪國家為印尼、馬來西亞及越

南姊妹校，預計來訪人數為 75 人。 

(5)108 年 01 月 13 至 26 日分別為農業、商管及工程領域共計 25 位學生，赴馬來西亞

登佳樓大學及菲律賓維薩亞斯大學進行見習活動。 

2.設立東協與南亞主要國家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 

(1)106 年 9 月 26-30 日由鄭學淵國際長率李耕輔專員與黎氏翠容計畫助理至越南肯特

大學與胡志明大學進行未來產學中心與學生見習活動討論事宜 

(2)106 年 9 月 30 日完成新南向計畫區域型田野調查審件公告計畫，於 11 月 15 日完截

止收件。 

(3)106 年 11 月 19-26 由高聖龍組長、蘇莉婷計畫助理至越南辦理產業說明報告，促進

新南向之產學連結。 

(4)106年11月27日由鄭處長代表參加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重點國家工作會議，

本校於越南地區今、年度規劃報告。 

(5)107年3月下旬完成辦理就業博覽會。 

(6)107年9月下旬完成辦理越南產學資源中心網站建置。 

(7)107 年 11 月 25 日至 107 年 11 月 27 日於越南胡志明交通大學辦理就業博覽會。 

(8)107 年 11 月 29 日由鄭學淵國際長、呂明偉主任、黃雅英主任、高聖龍組長、黎氏

翠容計畫助理與林苑婷計畫助理至越南肯特大學辦理臺越水產養殖論壇。 

(9)107 年 11 月 30 日至 107 年 12 月 1 日由鄭學淵國際長率黎氏翠容計畫助理與林苑婷

計畫助理至越南肯特大學、越南農業大學、越南海事大學進行未來選送學生見習活

動討論事宜。 

(10)107 年核定費用為 600 萬元整。 

(11)108 年 01 月 13 至 26 日選送學生至越南肯特大學、越南農業大學、越南海事大學

進行見習活動，每校選送 8 位學生，計選送 32 位。 

3.學術型領域聯盟-農業: 

(1)106年10月25日辦理臺越水產養殖學生論壇。 

(2)106年11月15日完成新南向計畫學術型計畫申請件送件，本校計有3件申請件(2件農

業、1件商管)。 

(3)106年11月19至12月2日由邱品文組長、黎氏翠容計畫助理帶領25名學生至越南大學

及產業進行新南向實習計畫。 

(4)107年核定費用為22萬元整。 

(5)107年11月30日至107年12月1日由張清風校長、水產養殖學系吳貫忠副教授、食品養

殖學系陳泰源副主任及東吳大學、嘉義大學、中興大學盟校，赴越南肯特大學、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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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農業大學、越南海事大學進行招生即宣傳事宜。 

(6)108年應經所陳清春老師獲教育部「選送我國師生赴南向國家進行學術領域之研究、

研修與講學」補助12萬元整。 

(7)108年獲計畫延長補助40萬元整。 

 

 

表一、101 至 107 學年境外生人數統計表 

類

別 
學制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106 

學年 

107 

學年 
備註 

僑

生 

學士 141 165 208 261 299 337 370 
1.103 學年首次辦理僑生個人申請及僑生

以外國學生身份申請入學 

2.104 年啟動學校單獨招生作業 

3.105 學年度將單獨招生管道設計為兩階

段招生 

4.106 學年度延長單獨招生管道申請作業

時程 

5.108 學年度加入台大十校單獨招生海推

管道 

碩士 14 15 11 8 12 11 18 

博士 3 1 0 0 0 0 1 

合計 161 181 219 269 311 348 389 

國
際
生 

學士 32 12 22 36 47 52 47 

107 學年報到外籍新生 35 名。 
碩士 14 42 40 40 37 44 50 

博士 17 17 18 18 17 21 30 

合計 63 71 80 94 101 117 127 

陸

生 

學

位

生 

學

士 
0 0 5 10 15 19 16 107 學年各學制人數如下： 

1.學士班：航管 2、運輸 2、生科 3、食科

3、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馬祖

校區）1、機械 5。 

2. 碩士班:航管 1、海法 1、福大雙聯學位

生河工 4。 

3.博士班:航管 1、海生 2、海洋工程科技

學位學程 4、海法 1。 

碩

士 
0 3 4 5 4 3 6 

博

士 
0 0 1 3 3 5 8 

合

計 
0 3 10 18 22 27 30 

交換

生 
78 142 157 234 119 236 159 

107 學年福州大學交換生 60 名、福建農

林 7，姐妹校交換生 9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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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4-2017 年參與教育展及海外僑校出訪、來訪場次 

年度 出訪 來訪  

2014 0 9 

2015 5 29 

2016 6 19 

2017 9 22 

2018 9 17 

 

表三、102 至 107 學年度本校獎補助學生出國人數及經費統計表 

類別 

102.8.1～

103.7.31 

103.8.1～

104.7.31 

104.8.1～

105.7.31 

105.8.1～

106.7.31 

106.8.1～

107.7.31 

107.8.1～

108.1.31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人

數 

補助 

1.學海系列獎

學金 
42 4,800,554 59 5,150,315 35 3,202,013 51 4,600,605 50 5,135,274 32 3089200 

2.交換生、短

期研修 
57 2,677,452 65 1,978,435 41 2,578,368 24 2,001,829 88 2,931,435 66 

        

2,985,897  

 

3.出席國際會

議 
121 3,991,813 130 3,914,218 143 3,672,422 161 4,312,486 178 5,202,004 47 1,296,624 

4.遊學/營隊/國

際志工 
103 2,404,729 73 1,903,738 121 2,323,328 110 2,086,000 130 2,365,775 105 2,885,213 

A（1+2+3+4）

小計 
323 13,874,548 327 12,946,706 340 11,776,131 346 13,000,920 446 15,634,488 250 10,256,934 

5.海外實習(1)-

不含航輪、環

漁 

116 421,196 152 714,860 132 824,961 128 707,510 153 1,170,325 1 61,219 

B（A+5）小計 439 14,295,744 479 13,661,566 472 12,601,092 474 13,708,430 599 16,804,813 251 10,318,153 

6.海外實習(2)-

航輪 
359 2,485,928 359 3,076,843 431 1,229,277 414 2,131,719 207 1,236,651 158 366,029 

7.海外實習(3)-

環漁 

103 年 8 月實習

54人， 列入 103

學年統計 

109 3,940,000 52 1,970,000 54 1,995,426 0 0 43 1,989,780 

C 總計

（B+6+7） 
798 16,781,672 947 20,678,409 955 15,800,369 942 17,835,575 806 18,041,464 452 12,673,962 

註：另自費出國 101 學年計 4 名，102 學年計 7 名，103 學年 6 名，104 學年計 24 名，105 學期

25 名, 106 學期 2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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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1 至 107 學年度僑生人數成長圖 

 

 

圖二、101 至 107-1 學年度國際學生人數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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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歷年姊妹校數 

 

 
圖四、歷年短期研修參與人數 

  

100學

年

101學

年

102學

年

103學

年

104學

年

105學

年

106學

年

107學

年

國際姊妹校 6 6 16 20 33 42 45 73

港澳姊妹校 0 0 0 0 0 0 0 2

大陸姊妹校 5 12 15 24 10 18 24 35

0

20

40

60

80

100

120

人

數(
人)

學年度

歷年短期研修參與人數

國際姊妹校

港澳姊妹校

大陸姊妹校

100學

年

101學

年

102學

年

103學

年

104學

年

105學

年

106學

年

總計 68 60 69 77 77 101 119

國際地區 52 41 48 48 47 67 82

大陸地區 16 19 21 29 30 34 37

16 19 21 29 30 34 37

52 41 48 48 47

67
82

68
60

69
77 77

101

119

0

50

100

150

200

250

校

數(

校)

學年度

歷年姊妹校數

總計

國際地區

大陸地區

-83-



圖五、歷年暑期研習營參與人數及獎補助經費 

 

圖六、歷年暑期海洋夏令營參與學校數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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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產學營運總中心報告 

一、本校教師技術推廣與媒合 

(一)技術推廣暨智慧財產宣導活動 

1.107年 11月 21~23日「2018 台灣國際漁業展」活動假高雄展覽館盛大舉辦，展出本校

2件價創技術周信佑老師研究團隊開發一條龍應用之新型態水產添加劑、林翰佳老師研

究團隊精炭粒(SC-Dot)新型態安全高效除菌劑及張忠誠、王榮華老師研究團隊:「AI技

術應用於智慧化養殖系統的建置」，活動圓滿成功。 

2.107年 11月 30日~12 月 3日「2018 南台灣生技展」活動假高雄展覽館舉辦，展出本

校教師技術及進駐廠商產品(共計 9件)。 

(二)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計畫業務 

1.108年至 3月底業完成技術移轉合約簽屬共計 2件，金額為新臺幣 455,091元。 

2.108年至 3月底業完成產學合約簽屬共計 2件，金額為新臺幣 2,170,000元。 

3.108年度創新育成已達成本年度 KPI 16家。 

(三)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為推展本校教師之研發成果，將持續邀請教師參與各類型之研發成果推廣活動，藉此提

高本校及教師之曝光率，並推廣技術本身之能量，爭取與產業合作之可能性。 

2.將持續媒合本校教師與進駐廠商或國際產學聯盟會員之產業合作，產出亮點取得加成

效果。 

3.本年度持續與海洋中心及中研院農業生技分析與促進辦公室共同辦理教師技術發表及

媒合活動，大學鏈結產業商機∞系列--2019海洋科技跨校聯盟訂於 108年 5月 28日舉

辦。 

4.本年度預計還會參與「2019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南台灣生物技術展」、「臺灣國際

漁業展」等展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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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取各項校外獎勵補助計畫 

(一)中心執行計畫 

1.107 學年度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募資實

戰學習」計畫補助經費新臺幣 30萬元。 

2.108年度經濟部中小企業創育機構發展計畫補助，核定補助經費新台幣 181萬元。 

(二)協助本校教師執行計畫 

1.教育部 107 年「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補助計畫第 1 年經費新臺幣 600 萬元。本計

畫為 3年期計畫分年執行。(資工系謝君偉老師) 

2.科技部「108年研發成果萌芽計畫個案」第一階段補助新臺幣 50 萬、第二階段補助新

臺幣 350萬元，總計畫金額達新臺幣 400萬元。(生科系黃志清老師) 

(三)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將持續鼓勵本校教師申請與產業接軌、企業合作之政府計畫。 

2.持續協助本校教師相關行政作業及產業聯絡溝通事宜。 

三、加強與地方產業及工業區以及重要企業的連結與合作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持續推動工業區媒合本校教師與園區廠商產學合作、合作產品開發或技術移轉。 

2.107 年 11 月 30 日-107 年 12 月 01 日於本校行政大樓第二演講廳、展示廳及基隆在地

創業場域辦理『悠活海洋 地方創生』工作坊，本活動為本校、基隆市政府、國立海洋

科技博物館等單位聯合主辦，中國文化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工研院產業服務中心、宏岳

國際有限公司等單位合辦。 

3.108年 02月 26日於本校行政大樓第三會議室辦理『北區育成經理人交流座談會暨地方

創生參訪活動』，邀請北區育成中心伙伴學校、中衛發展中心及八斗子漁港廠商參與，

促進產學研交流與相互學習，共同推動基隆在地創生。 

4.辦理新創團隊成長營系列課程(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共辦理 8場次)，基隆在地青年創

業知能。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108/3/09(六) 09：30-12：30 創業適性與創業評估 

108/3/09(六) 13：30-16：30 如何將創意變商機 

108/3/16(六) 09：30-12：30 工商登記實務公司型態及新創公司相關稅務 

108/3/16(六) 13：30-16：30 
如何編寫營運計劃書之財務規劃-資產負債表及損益

表編寫 

108/3/23(六) 09：30-12：30 新創團隊可以善用的政府創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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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23(六) 13：30-16：30 
你應該知道的創業大小事-資金募集、團隊招募及經

營管理 

108/3/30(六) 09：30-12：30 新創企業商業模式 

108/3/30(六) 13：30-16：30 新創企業專利佈局 

5.輔導學生創業團隊「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注資文案優化，並帶領團隊參加

實體輔導，協助團隊了解輔導業師建議事項，作為後續優化團隊營運模式。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協助在地育成企業宏岳國際有限公司及旭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基隆市政府「108年

度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艾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男兩女企業

社申請基隆市政府「108年度青年創業孵育獎勵補助計畫」。 

2.持續協助在地企業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中小企業城鄉創生轉型輔導計畫」、

「108年度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等政府補助計畫。 

四、國際產學聯盟推動與執行 

(一)項目說明及執行情形 

1.已簽約國內會員 7間，收取會員費新臺幣 140萬元，包含「漢神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昕創生醫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天基百鷗科技有限公司」、「森兆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迪弗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祥鱻魚業有限公司」等水產

及生技相關廠商。 

2.108年 3月 27日辦理本校 GLORIA與緬甸 SHWE PYI AYE 合作簽約儀式，後續將結

合聯盟會員廠商至緬甸進行經濟養殖投資開發帶動產品獲利。  

(二)未來推動事項及展望 

1.規劃及參與國內外相關產業展出機會，將辦理「越南水產水族產業商機交流媒合會」、

「COMPUTEX2019 」、「2019 USA BIO」、「2019 India APA」、「泰國技術發表及媒合會」，

除展出會員廠商技術及產品外，另推廣本校教師亮點技術。 

2.持續與目標飼料、養殖、加工及行銷廠商接觸，增加會員數，將串聯養殖產業鏈，並與

校內教師進行產學合作，解決目前產業之問題。 

3.持續協助本校教師產業計畫輔導及產業聯絡溝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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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秘書室報告 

一、107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進度追蹤 

本校 107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可分為 1.有效招生、2.國際化、3.縮短學用落差、4.研究特色

化、5.校務行政等五大面向，共計 32 項 KPI，統計各項 KPI 及各單位執行進度，如圖 1～圖 3

及表 1～表 2所示，各單位自評執行情形，詳如附錄 1。 

(一)各面向之執行進度： 

五大面向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1.7%，其中執行達成率超越

80%者為「校務行政」100%、「縮短學用落差」88.1%及「有效招生」84.3%；執行達成率

低於 80%者為「研究特色化」79.1%及「國際化」76.5%。 

(二)各單位之執行進度： 

1.行政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92.9%，其中執行達成率超

越 80%者為「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圖資處」、「秘書室」及「體

育室」100%，「研發處」88.9%；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國際處」77.8%。 

2.學術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0.6%，其中執行達成率超

越 80%者為「工學院」84.1%、「海資院」83.9%及「人社院」83.5%；執行

達成率低於 80%者為「生科院」79.1%、「電資學院」78.3%、「海運學院」

77.0%、「法政學院」76.2%及「共教中心」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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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年執行成果如表 3所示，綜整分析如下所示： 

五
大 

面
向 

符合 KPI之執行 

百分比(超越+符合) 
103年~107年執行成果比較分析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有
效 

招
生 

82% 

(8) 

77% 

(8) 

75% 

(8) 

68% 

(8) 

84% 

(8) 

1. 僑生新生人數 107年逾百人，陸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自 104年起倍增。 

2. 為鼓勵優秀生續留本校，自 103年起放寬五年

一貫申請條件及名額並給予獎學金，自 105年

起更額外獎勵成績優良學生(班排名前 20%)，

故自 104 年起就讀人數破百，107 年更增至

225 人。 

國
際
化 

77% 

(9) 

80% 

(9) 

83% 

(9) 

82% 

(9) 

77% 

(9) 

1. 補助學生出國總人數遽增，每年補助皆近 900

人，補助金額皆超過 1500萬元。 

2. 重視英文檢定考試，103學年起補助 500元報

名費 1次，鼓勵大 2以上同學報考，各系開設

一門 0學分必修「英文能力檢定」課程，故報

考及通過英檢人數皆顯著增加。 

3. 國際合作計畫金額增加顯著，107年比 103年

增加近 5倍。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95% 

(6) 

93% 

(6) 

98% 

(6) 

89% 

(6) 

88% 

(6) 

1. 校外實習課程數自 104 年已逾 50 門，107 年

更增至 89門。 

2.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103年起皆逾 150家，107

年更增至 190家。 

3.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

文數 107年比 103年增加近 60篇。 

研
究 

特
色
化 

92% 

(4) 

90% 

(4) 

87% 

(4) 

89% 

(4) 

79% 

(4) 

1. 計畫總件數及總金額皆增加，件數自 104 年起

皆逾 1000件，金額已超越 8億元。 

2. 技轉金額顯著增加，103年及 106-107年更逾

1000 萬元。 

校
務 

行
政 

80% 

(5) 

82% 

(5) 

91% 

(5) 

91% 

(5) 

100% 

(5) 

1. 103年-107年募款收入皆逾 2,000萬元(不含捐

物)，107年更逾 4000萬元。 

2. 行政單位亦積極向外部爭取經費，每年皆有顯

著進帳。 

總
計 

85% 

(32) 

83% 

(32) 

85% 

(32) 

80% 

(32) 

82% 

(32) 

*本表數據以年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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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7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 

 

 

 

圖 2、107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行政單位執行進度 

 

8項 9項 6項 4項 5項

有效招生 國際化 縮短學用落差 研究特色化 校務行政

落後 16% 23% 12% 21% 0%

符合 30% 10% 19% 4% 8%

超越 54% 67% 69% 7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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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14% 11% 25%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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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7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學術單位執行進度 

 

 

表 1、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五大面向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有效招生(8) 
76 42 22 140 

67 
54% 30% 16% 100% 

國際化(9) 
151 22 53 226 

180 
67% 10% 23% 100% 

縮短學用落差(6) 
93 25 16 134 

108 
69% 19% 12% 100% 

研究特色化(4) 
83 4 23 110 

54 
75% 4% 21% 100% 

校務行政(5) 
11 1 0 12 

0 
92% 8% 0% 100% 

總計 
414 94 114 622 

409 
66.6% 15.1% 18.3% 100% 

註：1.「超越」係指 107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7項次

海運學院 生科院 海資院 工學院 電資學院 人社院 法政學院 共教中心

落後 23% 21% 16% 16% 22% 16% 24% 25%

符合 20% 11% 17% 16% 20% 9% 24% 0%

超越 57% 68% 67% 68% 58% 75% 5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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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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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7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各執行單位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教務處 
12 2 0 14 

0 
86% 14% 0% 100% 

研發處 
7 1 1 9 

1 
78% 11% 11% 100% 

學務處 
3 1 0 4 

0 
75% 25% 0% 100% 

總務處 
3 0 0 3 

0 
100% 0% 0% 100% 

圖資處 
1 0 0 1 

0 
100% 0% 0% 100% 

國際處 
7 0 2 9 

0 
78% 0% 22% 100% 

秘書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體育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海運暨管理學院 
57 20 23 100 

25 
57% 20% 23% 100% 

商船系 
9 4 10 23 

2 
39% 17% 44% 100% 

航管系 
21 1 1 23 

2 
92% 4% 4% 100% 

運輸系 
13 5 6 24 

1 
54% 21% 25% 100% 

輪機系 
11 9 3 23 

2 
48% 39% 13% 100% 

經管系 
3 1 3 7 

18 
43% 14% 43% 100% 

生命科學院 
75 12 23 110 

65 
68% 11% 21% 100% 

食科系 
20 2 3 25 

0 
80% 8% 12% 100% 

養殖系 
15 4 5 24 

1 
63% 17% 20% 100% 

生科系 
16 2 5 23 

2 
70% 9% 21% 100% 

海生所 
8 2 7 17 

8 
47% 12% 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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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5 0 1 6 

19 
83% 0% 17% 100% 

生技系 
4 2 1 7 

18 
57% 29% 14% 100% 

食安所 
7 0 1 8 

17 
88% 0% 12% 100%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62 16 15 93 

57 
67% 17% 16% 100% 

環漁系 
17 4 2 23 

2 
74% 17% 9% 100% 

海洋系 
12 3 4 19 

6 
63% 16% 21% 100% 

地球所 
14 3 3 20 

5 
70% 15% 15% 100% 

海資所 
7 2 6 15 

10 
47% 13% 40% 100% 

環態所 
9 4 0 13 

12 
69% 31% 0% 100%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3 0 0 3 

22 
100% 0% 0% 100% 

工學院 
56 13 13 82 

68 
68% 16% 16% 100% 

機械系 
13 3 5 21 

4 
62% 14% 24% 100% 

造船系 
16 2 0 18 

7 
89% 11% 0% 100% 

河工系 
16 2 3 21 

4 
76% 10% 14% 100% 

材料所 
5 3 1 9 

16 
56% 33% 11% 10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程 
3 1 4 8 

17 
38% 12% 50% 100% 

海工系 
3 2 0 5 

20 
60% 40% 0% 100% 

電機資訊學院 
48 17 18 83 

42 
58% 20% 22% 100% 

電機系 
14 5 1 20 

5 
70% 25% 5% 100% 

資工系 
16 2 3 21 

4 
76% 10% 14% 100% 

通訊系 
8 6 7 21 

4 
38% 29% 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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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所 
4 2 7 13 

12 
31% 15% 54% 100% 

光電系 
6 2 0 8 

17 
75% 25% 0% 1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59 7 13 79 

74 
53% 25% 22% 100% 

應經所 
10 0 1 11 

14 
91% 0% 9% 100% 

教研所 
8 3 8 19 

9 
42% 16% 42% 100% 

海文所 
6 1 1 8 

17 
74% 13% 13% 100% 

應英所 
9 1 0 10 

15 
50% 17% 33% 100% 

文創系 
9 2 3 14 

11 
67% 33% 0 100% 

觀光系 
17 0 0 17 

8 
100% 0% 0% 100% 

海洋法政學院 
11 5 5 21 

49 
52% 24% 24% 100% 

海法所 
7 0 3 10 

15 
70% 0% 30% 100% 

法政系 
2 4 0 6 

14 
33% 67% 0% 100%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2 1 2 5 

20 
40% 20% 40% 100% 

共同教育中心 
3 0 1 4 

3 
75% 0% 25% 100% 

註：1.「超越」係指 107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7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7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7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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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年執行成果 

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 年 107年 

1 有

效

招

生 

1-1-

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570/ 

619 

1623/ 

644 

1586/ 

640 

1401/ 

601 

1529/ 

642 

1-1-

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五年一貫就讀人

數)(學年) 

530/ 

289 

(24) 

511/ 

295 

(114) 

528/ 

292 

(189) 

468/ 

279 

(189) 

488/ 

306 

(225)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學年) 

60 43 61 50 58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學年) 82 96 96 88 113 

1-4-

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學年) 7 10 7 9 6 

1-4-

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 

146 270 307 318 309 

1-5-

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學年) 

38 45 26 49 39 

1-5-

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 

10 10 19 7 11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 

總人數 

14/ 

546 

17/ 

453 

18/ 

592 

13/ 

428 

14/ 

430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

等 

162 131 130 125 147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12 13 15 15 16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10/ 

649萬 

10/ 

967萬 

13/ 

1821萬 

18/ 

4824 萬 

15/ 

3174萬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89 105 81 96 75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20 23 26 24 31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124 124 173 181 133 

2-5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國外研修人數(包括

短期研修、交換學生、

雙聯學位等) 

46 66 62 163 118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92 80 124 147 237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

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
528 639 566 569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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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 年 107年 

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364 743 1216 2199 1277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240 522 768 1171 848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42 57 59 55 89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177 1229 1126 884 1103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75 155 160 168 190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74/ 

3731 

84/ 

4166 

71/ 

3103 

61/ 

2331 

73/ 

2716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137 130 145 194 194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隊數/人次) 

121/ 

977 

116/ 

965 

118/ 

1198 

110/ 

1241 

123/ 

1220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SCI/SSCI論文篇數) 

493 

(487) 

515 

(505) 

533 

(527) 

488 

(445) 

490 

(464)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歷年被引

用次數 

10281 10904 11577 11793 13944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

及金額 

990/7億

2379萬 

347/4億

7312萬 

1052/7

億 2968

萬 383/5

億 1876

萬 

1158/8

億 1500

萬 494/5

億 9709

萬 

1042/8

億 200

萬 364/5

億 8465

萬 

1062/8

億 3446

萬 363/5

億 6009

萬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21/ 

1045萬 

24/ 

915萬 

13/ 

704萬 

21/ 

1003 萬 

15/ 

1289萬 

5 校

務

行

政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度) 

-381192 313200 504600 -83400 -15600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元) 

2192萬 2328萬 2297萬 2188 萬 2138萬 

5-3 學生宿舍使用率 

(第 1 學期) 

99.79% 98.76% 97.71% 96.57% 98.25% 

5-4 受贈收入(不含捐物) 

(場/元) 

68/ 

2476萬 

56/ 

2450萬 

60/ 

3405萬 

60/ 

3552 萬 

109/ 

4963萬 

5-5 行政

單位

爭取

外部

經費 

(元) 

教務處 

(不含教卓/高教深

耕計畫) 

- 1319.3

萬 

1352萬 3546萬 727萬 

研發處 1769萬 1800萬 2254萬 1820 萬 608萬 

學務處 1133 萬 423萬 604萬 660 萬 782萬 

總務處 493萬 363萬 161萬 742 萬 203萬 

圖資處 437萬 1萬 1000萬 1617 萬 1000萬 

國際處 56萬 50萬 56萬 1137 萬 154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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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 年 107年 

體育室 109萬 151萬 169萬 114 萬 91萬 

產學總中心 包含在研發處內 2592萬 

總   計 3997萬 4107萬 5595萬 9637 萬 754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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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追蹤 

一、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進度追蹤 

本校 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可分為 1. 有效招生、2. 國際化、3. 縮短學用落差、4. 研

究特色化、5. 校務行政等五大面向，共計 32 項KPI，統計各項KPI 及各單位執行進度，如圖

1～圖 3 及表 1～表 2 所示，各單位自評執行情形，詳如附錄 1。 

1. 各面向之執行進度： 

五大面向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1.7%，其中執行達成率

超越 80%者為「校務行政」100%、「縮短學用落差」88.1%及「有效招生」84.3%；執

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研究特色化」79.1%及「國際化」76.5%。 

2. 各單位之執行進度： 

(1) 行政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92.9%，其中執行達成

率超越 80%者為「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圖資處」、「秘書

室」及「體育室」100%，「研發處」88.9%；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

「國際處」77.8%。 

(2) 學術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0.6%，其中執行達成

率超越 80%者為「工學院」84.1%、「海資院」83.9%及「人社院」83.5%；

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生科院」79.1%、「電資學院」78.3%、「海

運學院」77.0%、「法政學院」76.2%及「共教中心」75.0%。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 年執行成果如表 3 所示，綜整分析如下所示： 

五
大 

面
向 

符合 KPI 之執行 

百分比(超越+符合) 
103 年~107 年執行成果比較分析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有
效 

招
生 

82% 

(8) 

77% 

(8) 

75% 

(8) 

68% 

(8) 

84% 

(8) 

1. 僑生新生人數 107 年逾百人，陸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自 104 年起倍增。 

2. 為鼓勵優秀生續留本校，自 103 年起放寬五年

一貫申請條件及名額並給予獎學金，自 105 年

起更額外獎勵成績優良學生(班排名前 20%)，

故自 104 年起就讀人數破百，107 年更增至

225 人。 

國
際
化 

77% 

(9) 

80% 

(9) 

83% 

(9) 

82% 

(9) 

77% 

(9) 

1. 補助學生出國總人數遽增，每年補助皆近 900

人，補助金額皆超過 1500 萬元。 

2. 重視英文檢定考試，103 學年起補助 500 元報

名費 1 次，鼓勵大 2 以上同學報考，各系開設

一門 0 學分必修「英文能力檢定」課程，故報

考及通過英檢人數皆顯著增加。 

3. 國際合作計畫金額增加顯著，107 年比 103 年

增加近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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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短

學
用
落
差 

95% 

(6) 

93% 

(6) 

98% 

(6) 

89% 

(6) 

88% 

(6) 

1. 校外實習課程數自 104 年已逾 50 門，107 年

更增至 89 門。 

2.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103 年起皆逾 150 家，107

年更增至 190 家。 

3.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

文數 107 年比 103 年增加近 60 篇。 

研
究 

特
色
化 

92% 

(4) 

90% 

(4) 

87% 

(4) 

89% 

(4) 

79% 

(4) 

1. 計畫總件數及總金額皆增加，件數自 104 年起

皆逾 1000 件，金額已超越 8 億元。 

2. 技轉金額顯著增加，103 年及 106-107 年更逾

1000 萬元。 

校
務 

行

政 

80% 

(5) 

82% 

(5) 

91% 

(5) 

91% 

(5) 

100% 

(5) 

1. 103 年-107 年募款收入皆逾 2,000 萬元(不含捐

物)，107 年更逾 4000 萬元。 

2. 行政單位亦積極向外部爭取經費，每年皆有顯

著進帳。 

總
計 

85% 

(32) 

83% 

(32) 

85% 

(32) 

80% 

(32) 

82% 

(32) 

*本表數據以年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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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 

 

 

 

圖 2 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行政單位執行進度 

 

 

8項 9項 6項 4項 5項

有效招生 國際化 縮短學用落差 研究特色化 校務行政

落後 16% 23% 12% 21% 0%

符合 30% 10% 19% 4% 8%

超越 54% 67% 69% 75% 9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落後

符合

超越

14項次 10項次 4項次 3項次 1項次 9項次 1項次 1項次

教務處 研發處 學務處 總務處 圖資處 國際處 秘書室 體育室

落後 0% 11% 0% 0% 0% 22% 0% 0%

符合 14% 11% 25% 0% 0% 0% 0% 0%

超越 86% 78% 75% 100% 100% 78% 100% 100%

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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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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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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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符合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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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學術單位執行進度 

 

 

表 1  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五大面向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有效招生(8) 
76 42 22 140 

67 
54% 30% 16% 100% 

國際化(9) 
151 22 53 226 

180 
67% 10% 23% 100% 

縮短學用落差(6) 
93 25 16 134 

108 
69% 19% 12% 100% 

研究特色化(4) 
83 4 23 110 

54 
75% 4% 21% 100% 

校務行政(5) 
11 1 0 12 

0 
92% 8% 0% 100% 

總計 
414 94 114 622 

409 
66.6% 15.1% 18.3% 100% 

註：1.「超越」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25項次 7項次

海運學院 生科院 海資院 工學院 電資學院 人社院 法政學院 共教中心

落後 23% 21% 16% 16% 22% 16% 24% 25%

符合 20% 11% 17% 16% 20% 9% 24% 0%

超越 57% 68% 67% 68% 58% 75% 52% 7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落後

符合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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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各執行單位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教務處 
12 2 0 14 

0 
86% 14% 0% 100% 

研發處 
7 1 1 9 

1 
78% 11% 11% 100% 

學務處 
3 1 0 4 

0 
75% 25% 0% 100% 

總務處 
3 0 0 3 

0 
100% 0% 0% 100% 

圖資處 
1 0 0 1 

0 
100% 0% 0% 100% 

國際處 
7 0 2 9 

0 
78% 0% 22% 100% 

秘書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體育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海運暨管理學院 
57 20 23 100 

25 
57% 20% 23% 100% 

商船系 
9 4 10 23 

2 
39% 17% 44% 100% 

航管系 
21 1 1 23 

2 
92% 4% 4% 100% 

運輸系 
13 5 6 24 

1 
54% 21% 25% 100% 

輪機系 
11 9 3 23 

2 
48% 39% 13% 100% 

經管系 
3 1 3 7 

18 
43% 14% 43% 100% 

生命科學院 
75 12 23 110 

65 
68% 11% 21% 100% 

食科系 
20 2 3 25 

0 
80% 8% 12% 100% 

養殖系 
15 4 5 24 

1 
63% 17% 20% 100% 

生科系 
16 2 5 23 

2 
70% 9% 21% 100% 

海生所 
8 2 7 17 

8 
47% 12% 41% 100% 

-105-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5 0 1 6 

19 
83% 0% 17% 100% 

生技系 
4 2 1 7 

18 
57% 29% 14% 100% 

食安所 
7 0 1 8 

17 
88% 0% 12% 100%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62 16 15 93 

57 
67% 17% 16% 100% 

環漁系 
17 4 2 23 

2 
74% 17% 9% 100% 

海洋系 
12 3 4 19 

6 
63% 16% 21% 100% 

地球所 
14 3 3 20 

5 
70% 15% 15% 100% 

海資所 
7 2 6 15 

10 
47% 13% 40% 100% 

環態所 
9 4 0 13 

12 
69% 31% 0% 100%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3 0 0 3 

22 
100% 0% 0% 100% 

工學院 
56 13 13 82 

68 
68% 16% 16% 100% 

機械系 
13 3 5 21 

4 
62% 14% 24% 100% 

造船系 
16 2 0 18 

7 
89% 11% 0% 100% 

河工系 
16 2 3 21 

4 
76% 10% 14% 100% 

材料所 
5 3 1 9 

16 
56% 33% 11% 10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程 
3 1 4 8 

17 
38% 12% 50% 100% 

海工系 
3 2 0 5 

20 
60% 40% 0% 100% 

電機資訊學院 
48 17 18 83 

42 
58% 20% 22% 100% 

電機系 
14 5 1 20 

5 
70% 25% 5% 100% 

資工系 
16 2 3 21 

4 
76% 10% 14% 100% 

通訊系 
8 6 7 21 

4 
38% 29% 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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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所 
4 2 7 13 

12 
31% 15% 54% 100% 

光電系 
6 2 0 8 

17 
75% 25% 0% 1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59 7 13 79 

74 
53% 25% 22% 100% 

應經所 
10 0 1 11 

14 
91% 0% 9% 100% 

教研所 
8 3 8 19 

9 
42% 16% 42% 100% 

海文所 
6 1 1 8 

17 
74% 13% 13% 100% 

應英所 
9 1 0 10 

15 
50% 17% 33% 100% 

文創系 
9 2 3 14 

11 
67% 33% 0 100% 

觀光系 
17 0 0 17 

8 
100% 0% 0% 100% 

海洋法政學院 
11 5 5 21 

49 
52% 24% 24% 100% 

海法所 
7 0 3 10 

15 
70% 0% 30% 100% 

法政系 
2 4 0 6 

14 
33% 67% 0% 100%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2 1 2 5 

20 
40% 20% 40% 100% 

共同教育中心 
3 0 1 4 

3 
75% 0% 25% 100% 

註：1.「超越」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7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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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 年執行成果 

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 有

效

招

生 

1-1-

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570/ 

619 

1623/ 

644 

1586/ 

640 

1401/ 

601 

1529/ 

642 

1-1-

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 五年一貫就讀人

數)(學年) 

530/ 

289 

(24) 

511/ 

295 

(114) 

528/ 

292 

(189) 

468/ 

279 

(189) 

488/ 

306 

(225)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學年) 

60 43 61 50 58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學年) 82 96 96 88 113 

1-4-

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學年) 7 10 7 9 6 

1-4-

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 

146 270 307 318 309 

1-5-

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學年) 

38 45 26 49 39 

1-5-

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 

10 10 19 7 11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 

總人數 

14/ 

546 

17/ 

453 

18/ 

592 

13/ 

428 

14/ 

430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

等 

162 131 130 125 147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12 13 15 15 16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10/ 

649 萬 

10/ 

967 萬 

13/ 

1821 萬 

18/ 

4824 萬 

15/ 

3174 萬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89 105 81 96 75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20 23 26 24 31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124 124 173 181 133 

2-5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國外研修人數(包括

短期研修、交換學生、

雙聯學位等) 

46 66 62 163 118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92 80 124 147 237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

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
528 639 566 569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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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364 743 1216 2199 1277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240 522 768 1171 848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42 57 59 55 89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177 1229 1126 884 1103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75 155 160 168 190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74/ 

3731 

84/ 

4166 

71/ 

3103 

61/ 

2331 

73/ 

2716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137 130 145 194 194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隊數/人次) 

121/ 

977 

116/ 

965 

118/ 

1198 

110/ 

1241 

123/ 

1220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 

(SCI/SSCI 論文篇數) 

493 

(487) 

515 

(505) 

533 

(527) 

488 

(445) 

490 

(464) 

4-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歷年被引

用次數 

10281 10904 11577 11793 13944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

及金額 

990/7 億

2379 萬 

347/4 億

7312 萬 

1052/7

億 2968

萬 383/5

億 1876

萬 

1158/8

億 1500

萬 494/5

億 9709

萬 

1042/8

億 200

萬 364/5

億 8465

萬 

1062/8

億 3446

萬 363/5

億 6009

萬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21/ 

1045 萬 

24/ 

915 萬 

13/ 

704 萬 

21/ 

1003 萬 

15/ 

1289 萬 

5 校

務

行

政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度) 

-381192 313200 504600 -83400 -15600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元) 

2192 萬 2328 萬 2297 萬 2188 萬 2138 萬 

5-3 學生宿舍使用率 

(第 1 學期) 

99.79% 98.76% 97.71% 96.57% 98.25% 

5-4 受贈收入(不含捐物) 

(場/元) 

68/ 

2476萬 

56/ 

2450 萬 

60/ 

3405 萬 

60/ 

3552 萬 

109/ 

4963 萬 

5-5 行政

單位

爭取

外部

經費 

(元) 

教務處 

(不含教卓/高教深

耕計畫) 

- 1319.3

萬 

1352萬 3546 萬 727萬 

研發處 1769 萬 1800 萬 2254 萬 1820 萬 608 萬 

學務處 1133 萬 423 萬 604 萬 660 萬 782 萬 

總務處 493 萬 363 萬 161 萬 742 萬 203 萬 

圖資處 437萬 1 萬 1000 萬 1617 萬 1000 萬 

國際處 56 萬 50 萬 56 萬 1137 萬 154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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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體育室 109萬 151 萬 169 萬 114 萬 91 萬 

產學總中心 包含在研發處內 2592 萬 

總   計 3997 萬 4107 萬 5595 萬 9637 萬 754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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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項目」   (海運暨管理學院)                                                 

面向   衡量指標 商船系 

達成情形 

航管系 

達成情

形 

運輸系 

達成情

形 

輪機系 

達成情

形 

經管系(馬祖校

區) 
達成

情形 

總計 

達成情形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 有效招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25/13 29/13 超越 75/35 83/41 超越 40/22 54/24 超越 29/14 25/12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69/84 191/90 超越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11/6 14/10 超越 20/15 26/16 超越 19/8 19/12 超越 12/4 17/11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62/33 76/49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

數) 
— — — — — — — — — — — — — — — — — —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1/37 1/49 超越 1/22 1/25 超越 1/10 0  落後 1/15 1/15 符合 0/0 0  其他 4/84 3/89 落後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

宣等) 

32 32 符合 2 3  超越 2  2  符合 35 35  符合 2 0  落後 73  72  落後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10  10  符合 

2 國際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1 0  落後 1 3  超越 1  4  超越 1 0  落後 0 0  其他 4  7  超越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1 1  符合 8 16  超越 5  5  符合 1 1  符合 0 0  其他 15  23  超越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1 0  落後 5 21  超越 9  6  落後 1 1  符合 0 0  其他 16  28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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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

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2 4  超越 5 11  超越 2  9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10  25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4 1  落後 10 8  落後 6  4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20  13 落後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93 29  落後 10 23  超越 11  16  超越 3 10  超越 0 0  其他 117  78 落後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

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

各學系海外實習) 

160 148  落後 5 9  超越 61  65  超越 25 171  超越 0 0  其他 251  393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52 105  落後 70 149  超越 137  110  落後 40 77  超越 0 11  超越 399  452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21 80  落後 60 103  超越 101  83  落後 25 27  超越 0 10  超越 307  303 落後 

3 
縮短學用

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5 9  超越 2 4  超越 2  2  符合 3 9  符合 0 0  其他 12  24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268 233  落後 45 61  超越 76  117  超越 190 200  超越 0 0  其他 579  611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4 18  超越 3 14  超越 7  15  超越 1 13  超越 0 0  其他 25  60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1/138 2/207 超越 2/158 2/159 超越 1/54 1/58 超越 1/15 1/18 超越 0 0  其他 5/365 6/442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8 9  超越 5 10  超越 5  5  符合 7 7  符合 0 0  其他 25  31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9/150 6/94 落後 7/120 14/347 超越 12/122 20/262 超越 10/60 10/60 符合 0 0  其他 38/452 50/763 超越 

4 
研究 

特色化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篇數 
6 6  符合 11 22  超越 18  17  落後 19 21  超越 1 0  落後 55  66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438  675  超越 2457 3512  超越 662  1157  超越 3100  3645  超越 1 0  落後 6658  8989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

金額 

9/606 萬 

8/525 萬 

5/334 萬 

3/169 萬 
落後 

9/450 萬 

6/250 萬 

10/1093

萬 

7/761 萬 

超越 
14/862 萬 

7/444 萬 

16/1402

萬 

8/825 萬 

超越 
12/700 萬 

5/100 萬 

11/726 萬 

6/411 萬 
落後 

1/50 萬 

0/0 萬 

2/80 萬 

0/0 萬 
超越 

45/2668

萬

26/1319

萬 

44/3635

萬 

24/2166

萬 

落後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50 萬 超越 1/0 2/8.21 萬 超越 0 0  其他 1/0 2/58.21 萬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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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項目」   (生命科學院)   

面向   衡量指標 生科系 達成

情形 

海生所 達成

情形 

食科系 達成

情形 

養殖系 達成

情形 

生技系(馬祖校

區) 達成

情形 

食安所 達成

情形 

海洋生技

博士學程 達成

情形 

總計 達成情

形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 
有效

招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45/35 39/19 落後 15/9 26/14 超越 120/65 165/71 超越 70/45 81/44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35/15 40/15 超越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285/169 351/163 落後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10/5 18/12 超越 5/4 5/4 符合 40/20 59/41 超越 40/30 40/33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4/3 7/7 超越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99/62 129/97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

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1/30 1/10 落後 0/0 0/0 其他 1/40 45 超越 1/45 1/49 超越 0/0 0/0 其他 0/0 0/0 其他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3/115 3/104 落後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

宣等) 

2 2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 3 超越 1 1 符合 1 1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5 7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2 2 符合 0 0 其他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8 8 符合 

2 
國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1/80 萬 

1/54.6

萬 
落後 

2/200

萬 
0/0 落後 1/80 萬 0/0 落後 

3/1200

萬 

1/315

萬 
落後 0/0 0/0 其他 0/0 0/0 其他 0/0 0/0 其他 

7/1560

萬 
2/369.6 萬 落後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1 3 超越 33 23 落後 3 3 符合 3 6 超越 0 0 其他 0 1 超越 1 2 超越 41 38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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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1 0 落後 0 0 其他 2 3 超越 2 1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4 落後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2 4 超越 12 14 超越 5 4 落後 6 2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2 3 超越 27 27 符合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

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4 超越 3 4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4 8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0 4 超越 1 3 超越 0 4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2 13 超越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1 6 超越 2 2 符合 3 17 超越 4 48 超越 0 24 超越 0 0 其他 1 0 落後 11 97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

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

各學系海外實習)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12 超越 3 15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8 27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 40 超越 1 0 落後 25 239 超越 50 74 超越 0 1 超越 0 1 超越 0 0 其他 86 355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8 20 超越 1 0 落後 15 228 超越 25 36 超越 0 1 超越 0 1 超越 0 0 其他 49 286 超越 

3 

縮短

學用

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 3 超越 0 2 超越 2 3 超越 2 1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2 超越 6 7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 30 超越 0 0 其他 30 44 超越 70 74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2 3 超越 112 151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 2 超越 4 7 超越 4 8 超越 3 32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2 49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1/10 2/50 超越 0/5 0/0 落後 1/4 7/289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19 9/339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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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1 2 超越 0 0 其他 3 6 超越 15 15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9 23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1/10 1/4 落後 1/8 1/9 超越 1/5 6/27 超越 1/50 1/70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4/73 9/110 超越 

4 

研究 

特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篇數 
12 34 超越 48 49 超越 35 39 超越 20 29 超越 0 3 超越 0 4 超越 

師資

與他

系所

合聘 

師資

與他

系所

合聘 

其他 115 158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3000 8511 超越 6000 7981 超越 6900 11045 超越 11000 11825 超越 0 0 其他 0 5 超越 其他 26900 39367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

金額 

8/800

萬 

3/200

萬 

15/6614

萬 

5/975

萬 

超越 

25/5000

萬

25/5000

萬 

31/4253

萬

31/4253

萬 

落後 

30/2500

萬 

10/800

萬 

56/4008

萬 

16/1254

萬 

超越 

25/4200

萬 

25/4200

萬 

431/1

億

1416

萬 

40/1 億

247 萬 

超越 

2/200

萬 

2/200

萬 

2/139

萬 

2/139

萬 

落後 
3/50 萬 

/0 
0/0 落後 其他 

93/12750

萬 

65/10400

萬 

535/26430

萬 

94/16868

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20 萬 4/86 萬 超越 0/50 萬 0/0 落後 
2/100

萬 

1/247

萬 
落後 

1/120

萬 

1/247

萬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其他 4/290 萬 6/580 萬 超越 

      5   7   3   5   1   1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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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項目」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面向   衡量指標  環漁系  達成情

形 

 海資所  達成情

形 

海洋系 達成情

形 

環態所 達成

情形 

地球所 達成

情形 

海資與環境

變遷博士學

程 
達成

情形 

總計 達成情

形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 
有效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28/20 28/19 落後 15/8 19/8 超越 20/12 24/12 超越 3/3 22/9 超越 20/10 27/11 超越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86/53 120/59 超越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23/20 20/19 落後 4/4 4/3 落後 15/9 17/11 超越 3/3 12/8 超越 7/3 8/4 超越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52/39 61/45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

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1/40 1/42 超越 0/0 0/0 其他 1/20 1/22(16) 超越 0/0 0/0 其他 0/0 0/0 其他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2/60 2/64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

宣等) 

2 2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2 3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4 5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1 1 符合 1 2 超越 0 0 其他 8 9 超越 

2 國際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0 1/31 萬 超越 1/95 萬 0/0 落後 0 0 其他 0 

1/1600

萬 
超越 1/100 萬 3/282 萬 超越 0 0 其他 2/195 萬 5/1913 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4 5 超越 2 4 超越 0 0 其他 2 2 符合 5 6 超越 0 0 其他 13 17 超越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1 1 符合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3 1 落後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5 10 超越 2 2 符合 5 5 符合 0 1 超越 2 4 超越 0 1 超越 14 23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

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0 3 超越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1 4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1 2 超越 0 1 超越 1 3 超越 0 0 其他 1 1 符合 0 0 其他 3 7 超越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1 8 超越 5 3 落後 3 11 超越 1 1 符合 1 0 落後 0 0 其他 11 23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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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

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

各學系海外實習) 

40 43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

用 

不適

用 
其他 40 43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 30 超越 2 0 落後 40 35 落後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1 超越 52 67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7 16 超越 2 0 落後 20 13 落後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1 超越 29 31 超越 

3 
縮短學

用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 3 超越 0 0 其他 2 3 超越 0 3 超越 1 4 超越 0 0 其他 4 13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 52 超越 0 0 其他 15 16 超越 16 21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33 90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2 2 符合 0 0 其他 6 7 超越 0 0 其他 1 4 超越 0 0 其他 9 13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0/0 0/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0 0/0 其他 0 0 其他 0/0 0 其他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10 62 超越 4 7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1 符合 0 0 其他 15 70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1/5 10/120 超越 1/5 4/7 超越 2/50 8/90 超越 1/2 1/9 符合 1/2 3/6 超越 0 0 其他 6/64 26/232 超越 

4 
研究 

特色化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篇數 
10 18 超越 8 6 落後 11 11 符合 7 15 超越 9 14 超越 

專任

教師

為合

併師

資 

專任

教師

為合

併師

資 

其他 45 64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100 2402 超越 220 440 超越 1500 2834 超越 2100 3637 超越 2000 4153 超越 其他 6920 13466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

金額 

25/5000

萬 

25/5000

萬 

59/6509

萬 

59/6509

萬 

超越 

10/800

萬 

10/800

萬 

14/1106

萬 

14/1106

萬 

超越 

10/1000

萬 

10/1000

萬 

12/998

萬 

12/998

萬 

落後 
7/600 萬 

7/600 萬 

13/6091

萬 

13/6091

萬 

超越 
8/1000

萬 

5/600 萬 

15/2003

萬 

8/1008

萬 

超越 其他 

60/8400

萬                                                                                                                                                                                   

57/8000

萬                                               

113/16707

萬 

106/15712

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其他 0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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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項目」  (工學院)                                     

面向   衡量指標 造船系 達成情

形 

機械系 達成情

形 

河工系 達成情

形 

材料所 達成情

形 

海工系(馬祖校

區) 
達成情

形 

海洋工程科技

博士學程 
達成

情形 

總計 達成情

形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 
有效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20/10 30/20 超越 70/30 91/39 超越 50/30 41/28 落後 24/13 32/13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

用 
164/83 194/100 超越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20/10 25/18 超越 20/10 19/9 落後 20/10 31/18 超越 1/1 1/1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

用 
61/31 76/46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

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

用 
0 0 其他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

宣等) 

2 4 超越 3 3 符合 2 7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 1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

用 
8 15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2 2 符合 2 2 符合 2 2 符合 1 2 超越 1 2 超越 0 0 其他 8 10 超越 

2 國際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0 

1/122.3

萬 
超越 0 1/84.4 萬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系所支

援 

系所支

援 

系所支

援 

系所支

援 

系所支

援 

系所

支援 

0 2/206.7 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9 超越 0 0 其他 1 9 超越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2 25 超越 5 3 落後 5 10 超越 4 4 符合 0 0 其他 2 0 落後 18 42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

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3 0 落後 0 30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30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0 1 超越 1 3 超越 2 1 落後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1 超越 3 7 超越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1 3 超越 3 5 超越 1 7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15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

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

各學系海外實習) 

0 0 其他 3 4 超越 1 30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

用 
4 34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 42 超越 60 83 超越 10 53 超越 2 2 符合 6 6 符合 0 1 超越 88 187 超越 

-118-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5 26 超越 36 50 超越 5 25 超越 2 1 落後 3 4 超越 0 0 其他 51 106 超越 

3 
縮短學

用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2 4 超越 3 2 落後 0 4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10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20 26 超越 10 9 落後 10 45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2 2 符合 42 82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3 5 超越 8 8 符合 3 14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7 超越 17 34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0 0 其他 1 2 超越 

學生專

題:5    

創作成

品:10       

碩博士

論文:20 

學生專

題:5    

創作成

品:10       

碩博士

論文:23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2 0 落後 38 40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1/2 6/6 超越 6/20 13/20 超越 1/- 1/- 符合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8/22 20/26 超越 

4 
研究 

特色化 

4-1 
SCI/SSCI/TSSCI/THCI/E

I 論文總篇數 
17 17 符合 20 38 超越 25 37 超越 10 23 超越 

專任教

師為合

併師資 

專任教

師為合

併師資 

專任教

師為合

併師資 

2 0 落後 74 115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E

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007 1184 超越 3447 4515 超越 5500 6789 超越 6600 7187 超越 5 不適用 其他 16559 19675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

金額 

15/1200

萬 

4/200 萬 

128/5476

萬 

21/2469

萬 

超越 

16/1200

萬 

3/300 萬 

20/1605

萬 

5/380 萬 

超越 

20/2000

萬 

8/1000

萬 

45/8333

萬 

24/5672

萬 

超越 
7/700 萬 

3/250 萬 

13/1119

萬 

3/319 萬 

超越 2/- 0 落後 

60/5100

萬

18/1750

萬 

206/16533

萬 

53/8840 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4/150 萬 超越 3/30 萬 3/74.8 萬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30 萬 
7/7224.8

萬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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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項目」  (電機資訊學院)   

面向   衡量指標 光電所 

達成情

形 

光電系 

達成情

形 

通訊系 

達成情

形 

資工系 

達成

情形 

電機系 

達成

情形 

總計 

達成情形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 有效招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30/28 34/17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0/31 104/28 落後 100/51 153/49 落後 35/15 234/67 超越 215/125 525/161 超越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5/2 1/1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5/12 54/18 超越 40/20 41/25 超越 37/16 32/15 落後 107/50 128/59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

數) 
— — — — — — — — — — — — — — — — — —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1/16 1/56 超越 1/16 1/56 超越 1/20 1/56 超越 1/20 1/56 超越 1/15 1/56 超越 5/87 5/280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

宣等)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 1 符合 3 3 符合 4 6 超越 2 2 符合 10 12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0 0 其他 1 1 符合 2 2 符合 2 3 超越 2 2 符合 7 8 超越 

2 國際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0 0 其他 

師資與他

系合聘 

師資與他

系合聘 

師資與

他系合

聘 

0 3/288 萬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3/288 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3 3 符合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0 其他 3 4 超越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2 超越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1 0 落後 0 1 超越 2 2 符合 5 7 超越 3 7 超越 11 17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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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

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0 1 超越 0 0 其他 1 1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

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

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0 落後 2 1 落後 0 3 超越 5 4 落後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0 0 其他 0 1 超越 2 2 符合 5 6 超越 1 2 超越 8 11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

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

各學系海外實習)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4 4 符合 5 12 超越 41 51 超越 10 46 超越 4 57 超越 64 170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4 2 落後 5 7 超越 25 27 超越 8 29 超越 2 26 超越 44 91 超越 

3 
縮短學用

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3 符合 3 3 符合 1 4 超越 7 10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13 12 落後 10 7 落後 2 2 符合 25 21 落後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 0 落後 0 0 其他 5 4 落後 1 1 符合 1 3 符合 8 8 符合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2 超越 1 1 符合 2 3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1/4 3/11 超越 1/2 2/3 超越 1/10 1/5 落後 5/10 7/20 超越 1/3 2/10 超越 9/29 15/49 超越 

4 
研究 

特色化 

4-1 
SCI/SSCI/TSSCI/THCI/E

I 論文總篇數 
32 42 超越 

師資與他

系合聘 

師資與他

系合聘 

師資與

他系合

聘 

15 15 符合 25 30 超越 16 22 超越 88 109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E

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4700 7852 超越 1000 1192 超越 1000 1469 超越 4500 6922 超越 11200 17435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

金額 

8/1100 萬 

1/80 萬 

7/1004 萬 

0 
落後 

   

22/1985

萬 

13/1005

萬 

24/1777

萬 

15/1119

萬 

落後 
15/800 萬 

0 

28/3141

萬 

9/1100 萬 

超越 
10/900 萬 

0 

14/2754

萬 

2/1861 萬 

超越 

55/4785

萬

14/1085

萬 

73//8676

萬 

26/4080

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2/0 0/6.5 萬 落後 0 0/12 萬 超越 0 0/338.8 萬 超越 0/0 0/68.25 萬 超越 2/0 0/426 萬 落後 

註 1：電機系指標 4-1：因目前教師員額不足，而論文總篇數之指標依系務會議決議，故未調整目標值。   

註 2：資工系指標 4-3：因 107 學年度起本系白敦文老師調職，白老師計畫件數相當多，因此調職後預期本系計畫數將會下降，擬維持原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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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項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面向   衡量指標 應經所 
達成情

形 

教研所 
達成

情形 

師培中心 
達成

情形 

海文所 
達成

情形 

應英所 
達成

情形 

文創系 
達成

情形 

觀光系 
達成

情形 

總計 
達成情

形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 
有效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12/10 23/11 超越 30/15 43/19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8/8 14/7 落後 12/6 17/7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62/39 97/44 超越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 
0/0 0/0 其他 5/2 4/3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1 4/2 超越 0/0 0/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6/3 8/5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

(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

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

(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

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1/30 1/36 超越 1/8 1/12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10 1/36 超越 0 0 其他 1/15 1/32 超越 1/15 1/22 超越 5/78 5/138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

等)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 1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 2 超越 1 3 超越 3 6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

次 
0 0 其他 1 1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 1 符合 1 1 符合 1 2 超越 1 2 超越 5 7 超越 

2 國際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

國際期刊篇數 
1 0 落後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0 落後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

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

(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1 超越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

學術研討會(人次) 
0 0 其他 3 2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2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 4 超越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

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括

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

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 超越 0 0 其他 0 1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

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

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

雙聯學位等) 

0 1 超越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2 超越 0 3 超越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

問人數 
0 0 其他 2 1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12 超越 0 4 超越 2 17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

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各

學系海外實習)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27 超越 0 27 超越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2 6 超越 1 1 符合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2 4 超越 5 3 落後 5 13 超越 15 27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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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 3 超越 0 1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2 3 超越 1 3 超越 2 10 超越 6 20 超越 

3 
縮短學

用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9 12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1 1 符合 1 5 超越 11 18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0 0 其他 0 14 超越 40 63 超越 0 1 超越 0 2 超越 1 3 超越 1 41 超越 42 124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0 0 其他 3 2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4 超越 0 15 超越 3 21 超越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2/10 6/44 超越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9/209 超越 2/10 15/253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

論文數 

0 2 超越 22 23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1 2 超越 0 0 其他 0 0 其他 23 27 超越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0 0 其他 1/4 0/0 落後 2/7 0/0 落後 0 0 其他 0 1/2 超越 1/30 1/30 符合 0 3 超越 4/41 2/35 落後 

4 
研究 

特色化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篇數 
2 3 超越 5 1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 4 超越 2 5 超越 1 0 落後 0 1 超越 11 14 超越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46 375 超越 310 477 超越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 — 其他 50 253 超越 20 0 落後 0 5 超越 526 1110 超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

金額 

3/150

萬 

2/100

萬 

8/601

萬 

6/452

萬 

超越 

5/960

萬 

2/190

萬 

8/1446

萬 

2/163

萬 

落後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2/60 萬 

1/20 萬 

4/225

萬 

1/48 萬 

超越 

2/110

萬 

1/40 萬 

5/237

萬 

2/134

萬 

超越 
1/20 萬 

1/20 萬 

7/135

萬 

7/135

萬 

超越 
1/20 萬 

1/20 萬 

1/21.5

萬 

1/21.5

萬 

超越 

14/1320

萬 

8/390

萬 

33/2666

萬 

19/954

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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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項目」  (海洋法政學院) 
面向   衡量指標 海法所 

達成情形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達成情形 
法政系 

達成情形 
總計 

達成情形 
序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 
有效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 20/20 44/18 落後 7/7 7/7 符合 無碩士班 無碩士班 其他 27/27 51/25 落後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 5/3 7/2 落後 2/2 3/3 超越 無碩士班 無碩士班 其他 7/5 10/5 超越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 — — — — — — — — — — —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 — — — — — — — — — — —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0 0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1/10 1/15 超越 1/10 1/15 超越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 4 7 超越 4 7 超越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0 1 超越 0 1 超越 2 2 符合 2 4 超越 

2 國際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0 0 其他 師資與他系

所合聘 

師資與他系

所合聘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0 0 其他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

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次)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

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2 超越 0 2 超越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

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0 1 超越 0 0 其他 3 5 超越 3 6 超越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

海外實習)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2 4 超越 1 0 落後 10 15 超越 13 19 超越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2 3 超越 1 0 落後 5 8 超越 8 11 超越 

3 
縮短學

用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0 1 超越 0 0 其他 2 2 符合 2 3 超越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0 1 超越 0 0 其他 20 23 超越 20 24 超越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5 5 符合 5 5 符合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0 0 其他 0 0 其他 1/5 1/5 符合 1/5 1/5 符合 

4 
研究 

特色化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篇數 2 0 落後 

師資與他系

所合聘 

師資與他系

所合聘 

其他 0 0 其他 2 0 落後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15 - 其他 其他 0 0 其他 15 - 其他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2/60 萬 

2/60 萬 

2/85 萬 

2/85 萬 
超越 其他 0 0 其他 

2/60 萬 

2/60 萬 

2/85 萬 

2/85 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其他 0 0 其他 0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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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項目」  (共同教育中心) 

面向   衡量指標 共同教育中心 

達成情形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預定 實際 

1 有效招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統計)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舉辦活動

及文宣等)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2 國際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10 萬 
1/21.67

萬 
超越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0 0 其他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

次)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區研修人

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

等)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地區研修

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聯學位

等)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學

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3 
縮短學用

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30/1200 35/1530 超越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

士論文數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本中心無系所學生編制 不適用 其他 

4 
研究 

特色化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篇數 3 2 落後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

次數 
— 25 其他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

數及金額 

4/160 萬 

1/20 萬 

7/273 萬 

1/61 萬 
超越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0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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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變化情形(含投資效益) 

(一)107 年可用資金變化 

    本校財務收支秉持穩健、踏實、永續發展之原則，依據學校發展遠景配合年度中長程計

畫審慎規劃財務收支，妥善運用資源、營造優質教學環境、提升全人教學品質，期臻至最具

海洋特色的頂尖國際大學。本校 107 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詳見表十。 

表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 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單位:千元 

項目 
107 年 

預計數 

107 年 

實際數 

期初現金（A） 2,014,028  2,214,734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2,165,801  2,629,286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1,988,916  2,393,144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101,636  113,239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1) 207,436  304,676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0  0  

加：當期長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0  156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0  0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0  0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2) 0  -4,611  

期末現金（K=A+B-C+D-E+F+G+H-I+J） 2,085,113  2,254,984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153,478  114,968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563,460  649,934  

減：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N） 0 9,305 

期末可用資金（N=K+L-M） 1,675,131  1,710,713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 227,584  278,182 

    政府補助 25,000  26,564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註 3) 0  0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202,584  251,618 

    外借資金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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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預計數 106年實際數 

債務項目(*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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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流動金融資產項下存

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與投資項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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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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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

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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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6：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一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但不含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

定期存款。 

7：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等，但不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

之定期存款。 

8：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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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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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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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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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排除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12：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與資本門補助計

畫尚未執行數，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資金。 

13：其他重要財務資訊至少應包括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及長

期債務，係在衡量學校以後年度應(或很有可能)給付現金數額，其中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之營建

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與長期債務無法自償部分，將由學校期末可用資金、以後年度

經常門現金收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 

14：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係指先期規劃構想書業經行政院或本部核定，惟至當年底

工程預算尚未編列完成，該等工程預算預計於以後年度編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係指當年度

固定資產可用預算數保留於以後年度執行之數。 

15：前項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財源：政府補助係指由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由學校已提撥

之準備金支應係指由不包含於現金及定存內，已提撥之改良及擴充準備金或其他準備金支應；

外借資金係指向銀行舉借長期債務支應。 

可用資金預計數與實際數差異說明： 

1、經常門現金收入增加 463,485 千元，主要係建教合作收入、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機關專案

補助款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2、經常門現金支出增加 404,228 千元，主要係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建教合作成本及學生

公費及獎勵金較預計增加所致。 

3、107 年期末可用資金較預計數增加 35,582 千元，主要係動產、不動產現金支出情形未如

預期所致。 

 (二)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1、重大工程 

本校刻正辦理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海洋生物培育館、進修教育推廣大樓及聲學實驗中

心等新建工程，說明如下： 

(1)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A、本工程因 100 年 8 月施工時發現地下舊海堤，為增加效益，本校經多次會議討論決

議變更工址，調增量體並增加總經費，其中工址調整至電機二館正前方。本案為地下

1 層、地上 9 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3,250 坪。修正規劃構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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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行政院 103 年 7 月 18 日院授主基作字第 1030200736 號函同意。 

B、本案總工程預算經教育部 107 年 1 月 30 日同意調增為為新台幣 2 億 9,875 萬元，其

中國庫撥款新台幣 1 億 2,000 萬元，自籌新台幣 1 億 7,875 萬元，預算保留新台幣

2,521 萬 5,658 元轉入 108 年度繼續執行數，108 年度編列預算 7,000 萬元。本案已

於 107 年 9 月開工，至 108 年 3 月已完成地下室開挖，並持續進行基礎及地下室結

構工程，進度超前。  

(2)海洋生物培育館新建工程 

本案工程總經費新台幣 4,978 萬元，全數自籌，105 年編列新台幣 1,580 萬元，106 年

編列新台幣 3,398 萬元，辦理水土保持設施及建築物施工等作業。本案為地上 2 層樓鋼

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842 平方公尺，供本校養殖相關研究使用。本

案於 106 年 7 月 22 日開工起算工期，經執行部分經費，預算保留 141 萬元至 108 年度

繼續執行，108 年度未編列預算。本建築物於 107/8/2 竣工，107/9/10 完成複驗，107/8/30

使用執照掛件，因涉水保變更，辦理完成變更建造執照，108/3/4 重新掛件申請使用執

照，預計 108 年結案。 

(3)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 

   為增加進修教育之教學空間及提供上課學員住宿空間，本校規劃興建進修教育推廣大

樓，構想書經行政院 103 年 9 月 1 日院授主基作字第 1030200878 號函同意。本案為地

下 1 層、地上 7 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4,750 平方公尺，經基隆市

政府都市設計審議調整內容，規劃 1 樓為 110 輛機車停車場，2 樓為教室，供短期研習

班、樂齡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後學位學程學生使用，3 至 7 樓提供 294 個床位。

本案總預算經費為新台幣 1 億 4,100 萬元，因物價上漲，經教育部 108 年 1 月 7 日同

意調增總經費至 1 億 5,700 萬元，全數自籌。105 年度及 106 年度分別編列規劃設計費

新台幣 350 萬元及工程費新台幣 4,500 萬元，預算新台幣 928 萬 2,975 元保留至 108 年

度繼續執行，108 年度編列預算 3500 萬元。本工程建造執照於 107/11/27 核准，持續申

請給水、汙水、電信、電力及消防等五大管線審查，預計 108 年中開工。 

(4)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 

 國內可提供檢測及試驗材料之聲學特性服務且具備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實驗

室之單位，僅有台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音響實驗室及台南成大音響實驗室兩處，在北

部地區尚無 TAF 認證實驗室，加上造船系現有之聲學實驗室(一間迴響室、一間全無響

室)，無法完全滿足所有 CNS 及 ISO 測試之實驗室標準，本案可補足現有聲學實驗室

的不足，同時可提供完整學術研究及相關標準之測試，協助相關產業進行聲學性能測

試之服務。本案為單層樓建築物，約 459 平方公尺，總工程預算經費約新台幣 3,300 萬

元，經費來源為造船系相關廠商捐贈、造船系系友捐贈、振噪研究中心年度剩餘款。目

前已取得建造執照，於 108 年 3 月決標，預計 109 年初竣工。 

 

2、投資效益 

    (1)為增進投資收益及安全，評估校務基金使用效率，促進校務基金有效管理，並加      

強本校財務規劃作業，於 105 年 5 月 2 日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投資管理小組設置

要點」，明訂投資管理小組職責、校務基金投資項目及相關規定。 

    (2)依據本校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六點規定，為確保學校資金安全及有效運用，  本

校投資項目以存放於銀行定期存款為原則。 

 (3)107 年度利息收入： 

       本年度銀行利率雖較上年度略降，惟本校積極配合金融機構之定存上限及資金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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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辦理定存，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存款合計 24 億 6,049 萬 5,306 元，其中含定

期存款 20 億 9,760 萬 8,678 元，活期存款 3 億 6,288 萬 6,628 元；全年度利息收入

2,150 萬 5,428 元，較預算數 2,050 萬元增加 100 萬 5,428 元。 

     (4)107 年度有價證券投資收益： 

       本校目前僅持有 1 檔股票-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係為校友捐贈而來，                     

目前持有股數為 179,960 股，107 年投資收益約為 46 萬 9,451 元，較預算數 39 萬 1

千元增加 7 萬 8,4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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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落後說明 

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1 有 

效 

招 

生 

1

-

1

-

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

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輪

機

系 

落後因素為少子化、

大環境經濟不景氣，

還有本系推動進階

海上實習政策，鼓勵

學生實習六個月，及

上船工作有優渥的

薪資，導致學生報考

研究人數銳減。 

鼓勵大三、大四學生報考本系五

年一貫，並宣傳學校提供獎學

金。 

養

殖

系 

部份考生錄取後，

雖然有前來報到，

但於註冊前決定放

棄就讀碩士班，轉

而投入職場就業。 

強化學生於就讀碩士班期間和

產業之連結。 

生

科

系 

由於少子化、各校學

系過多、高學歷就業

環境不佳、薪資未成

長，導致學生就讀研

究所意願降低。 

1. 鼓勵本系教師至其他大學演

講、授課、參加研討會或擔任

委員訪視時，置入性行銷帶

入本系特色、師資專長、研究

領域，以開拓校外學生來源。 

2. 透過招生組協助安排，至補

習班進行招生宣傳。 

積極鼓勵與宣傳五年一貫的優

勢，使本系學生多多申請五年一

貫，提高學生報考及就讀研究所

意願。 

環

漁

系 

因考生另有生涯規

劃，於開學前放棄註

冊。 

建立與碩士班錄取生之溝通管

道，確實瞭解錄取生之生涯規劃

及就讀意願，提高註冊報到率。 

河

工

系 

河工系 107 年應屆

畢業生約有 82 位。

而河工系畢業學生

出路多元，有些學生

選擇於畢業後先到

業界工作或大部分

男生會選擇先去服

役，而選擇升學的同

學可能因為地緣或

其他關係而至其他

學校就讀其他大學。 

 

持續鼓勵本系學生申請本校五

年一貫，並加強宣導本系教師研

究能量，安排大三以上學生與本

系教師座談或配合系上專題研

究課程，讓學生提早接觸研究室

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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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資

工

系 

本系報考碩士班人

數明顯增加，但因學

生錄取後因生涯規

劃選擇其他學校就

讀，或是選擇就業、

當兵等，因此註冊率

未達到預定目標。 

目前碩士班市場中多所學校均

有資工所，因此不免有搶學生的

狀況，為了拓展生員數，本系擬

增開非本科系所組別，增加其他

領域優秀學生就讀，並配套提升

專業領域課程，幫助學生轉型，

亦可增加本系註冊率。 

通

訊

系 

本年度報名人次超

過預定值，而實際報

到人數較預定值少，

其原因應為少子化

現象造成。 

本系除鼓勵在校生報考研究所

外，由主任及導師主動協助約談

同學進行系所宣傳，加強同學留

校就讀之意願。 

光

電

所 

近年來因少子化的

影響，造成本所報考

及就讀人數(含本校

學生)減少。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

鼓勵學生可以跨系所就讀

“學碩 5 年一貫”。 

2. 107 學年度光電與材料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將有第一屆學

士班畢業生，本所已有 12 位

大四學生申請光電系“學碩 5

年一貫”，相信來年的招生狀

況會比今年度為佳。 

海

文

所 

有關本所碩士班考

試，原錄取之學生因

家人建議就業為主

而未來報到，雖有 3

位備取生，但因有同

時錄取其他研究所

或家庭因素或工作

因素而皆未能後補

註冊。 

積極與正取及備取生溝通鼓勵。 

海

法

所 

1. 本所 107 學年度

碩士班註冊人數原

為 20 人，但因 1 位

學生申請保留學

籍，故無法通知遞

補；1 位學生於完

成註冊程序，開學

1. 本所針對博士班、碩士班及

碩士在職專班設計招生宣傳海

報，並將招生宣傳海報寄送至

全國相關機構及系所。 

2. 本所法律服務社每年皆申請

教育部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

計畫，辦理相關法律諮詢及法

治教育活動，法服社社員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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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日後，因個人因素

申請自動退學，當

時已逾遞補時間，

故無法遞補，所以

107 學年度本所碩

士班實際註冊人數

為 18 人。 

2. 另，107 學年度

本所碩士班錄取陸

生 1 名，1072 學期

也有 1 位同學申請

提前入學，故 107

學年度本所碩士班

實際就讀人數仍維

持 20 人。 

隆市各區村里民辦公室向居民

發送活動文宣宣傳，藉由此機

會將本所招生訊息融入其中，

以達宣傳實效。 

1

-

1

-

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

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環

漁

系 

因考生另有生涯規

劃，於開學前放棄註

冊。 

建立與碩士班錄取生之溝通管

道，確實瞭解錄取生之生涯規劃

及就讀意願，提高註冊報到率。 

海

資

所 

本所尚無大學部學

生，故本校學生就讀

本所人數比例偏低，

大部分報考學生為

外校相關科系學生

及外籍生。 

鼓勵本校相關科系之大學部學

生申請五年一貫進修，加強校內

招生及本所特色宣傳，也推廣跨

領域進修，提高學生就讀意願。 

機

械

系 

比預定目標少 1 人。 增加各項管道關懷本系大學部

學生，並鼓勵本系大學部學生報

考本系研究所。 

電

機

系 

由於宣導時間過晚

及不足，使得與預估

值有些微落差。 

系上會在課程選課說明會以及

導師開班會時再加以宣導，鼓勵

同學報考本校碩士班以及就讀

碩士班。 

光

電

所 

近年來因少子化的

影響，造成本校學生

報考及就讀光電所

人數減少。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

鼓勵學生可以跨系所就讀

“學碩 5 年一貫”。 

2. 107 學年度光電與材料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將有第一屆學

士班畢業生，本所已有 8 位

大四學生申請光電系“學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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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年一貫”並已經 108 學年度碩

士班甄試入學錄取，相信來

年的招生狀況會比今年度改

善。 

教

研

所 

本所係獨立所並無

大學部，且本校學系

主要以「海洋海事水

產」特色學系及理工

學系為主，並無教育

相關學系，故在校內

招生部分較為不利。 

持續加強校內招生宣傳。 

海

法

所 

本學院海洋法政學

士學位學程尚無畢

業生。 

108 年度本學院海洋法政學士

學位學程即將有學生畢業，設

計五、六年一貫招生海報，鼓

勵法政系及其它系所學生報名

參加。 

1

-

4

-

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

生人數 

國

際

處 

1. 學士班名額因全

臺人數限縮，本

校學士班招生名

額減少為基隆校

區 2 人、馬祖校

區 3 人。另填報

馬祖校區學士班

同學之志願序多

數分配於第 10志

願之後，自 106學

年度起採無條件

流用，故造成正

式分發後馬祖校

區學士班無學生

就讀。 

2. 碩士班 1 名同學

因健康因素，身

體無法負荷，因

故 放 棄 來 臺 就

學。 

1. 為提升本校碩博士班之報考

及註冊人數，針對大陸地區

姐妹校師生已表達擬來校就

讀意願之系所，做為提報招

生計畫系所排序時之考量。 

2. 將本校招生訊息以電郵方式

週知曾來校交換(研修)之大

陸姐妹校學生。 

3. 擬請大陸地區姐妹校協助招

生宣傳及公告。 

1

-

5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

新生人數(依學期統

國

際
本校於 106 學年度

起，加強開設英語設

製作相關文宣，加強向姊妹校交

換學生計畫承辦人說明本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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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

2 
計) 處 課課程並向海外姐

妹校進行宣傳，多數

學校表示須有更多

時間協助宣導，使學

生能將本校放入赴

外研修學校的考量

名單中。 

換學生計畫的運作方式，交換學

生可於本校修讀以英語教學之

專業課程、海洋文化相關課程，

以及華語文課程，提高海外學生

蒞本校研修之意願。 

1

-

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

數/總人數 

運

輸

系 

營隊報名人數過

少，取消辦理。 

於 108 年辦理時請系學會製作

文宣加強宣傳與經費支援。 

生

科

系 

全國大專院校都於

暑假辦理營隊，因

此高中生選擇眾

多，分散掉報名人

數。 

針對參與高中生進行活動問卷

滿意度調查，營隊結束後招開檢

討會議，依據問卷結果進行明年

課程修正與調整，提高明年報名

率。 

1

-

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

(包括說明會、舉辦

活動及文宣等) 

經

管

系 

未至高中舉辦說明

會。 

未來會積極與各高中接洽、辦

理。 

2 國 

際 

化 

2

-

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

及金額 

食

科

系 

去年申請科技部與

菲律賓大學合作計

畫，未獲通過。因此

落後。 

請老師繼續努力申請國際合作

計畫。 

養

殖

系 

107 年仍有繼續執

行帛琉共和國天然

資源環境暨觀光部

之帛琉共和國農漁

業輔導計畫，約計

1500 萬元；預計今

(108)年度才會撥入

計畫經費，所以加入

本計畫經費後即可

達原訂之目標值。 

 

生

科

系 

教師著重於與國內

學術單位研究合作，

較少與國際單位洽

談合作事宜。 

鼓勵教師赴國外參訪、演講、參

加國際研討會進行學術研究交

流，藉以增加與國際單位之學術

研究合作機會。 

海

生

所 

本所教師有申請科

技部計畫，但未獲補

助。 

鼓勵本所教師積極邀請國外學

術研究單位之專家學者來訪、參

與國際學術活動，進行國際學術

合作與交流。 

海 目前尚無國際合作 透過參加學術研討會等方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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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資

所 

計畫。 強本所之國際知名度。與特定國

家之研究單位，就特定議題建立

常態性之連繫，以逐步建立共同

合作研究之機會。 

2

-

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

同發表國際期刊篇

數 

商

船

系 

本學系教師與國內

學者合作頻繁，轉而

減少與國外學者合

作關係，但仍保持學

術交流。 

持續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

合作並以共同發表期刊著作為

目標。 

輪

機

系 

 加強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

國際期刊。 

海

生

所 

本所於 107 年先後

有一位老師離職，另

一位老師退休，所以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

同發表國際期刊篇

數會受到影響。 

本所預計在 108 年度新聘 2 位

具有學術競爭的教師，以期達到

目標。 

應

經

所 

107 年本所教師有

多篇國際期刊，發表

的國際期刊中，雖未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

同發表，教師仍積極

進行研究與發表。 

於所務會議中報告今年 KPI 執

行情形，並請教師針對本項積極

進行。 

2

-

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

助選送學生赴國外

進行短期研修(人

數) 

養

殖

系 

學生選擇赴國外進

行短期研修的補助

方式和前往之國家

均有其考量，107 年

度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含指標 2-5-1

及 2-5-2）的學生總

人數目標值為 6 人，

實際赴國外進行短

期研修的人數也為

6 人，但本項人數僅

1 人。 

持續鼓勵同學申請各項補助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以提昇未來

之競爭。 

生

科

系 

因赴國外費用較高，

由學生視當時主客

觀條件決定是否報

名學海系列補助選

送赴國外進行短期

學校研發處及教學中心有提供

各項補助，除了業管同仁協助公

告補助訊息，並加強宣導，本校

學海計畫選送學生赴國外短期

研 修 相 關 說 明 網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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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研修。 http://research.ntou.edu.tw/R3/schol

arship.htm 

海

洋

系 

受限於學海飛揚獎

學金名額有限，107

年度本系無同學申

請案獲通過，甚為可

惜。 

鼓勵本系學生持續申請教育部

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

進行短期研修(人數)案。 

地

球

所 

本所碩博士生目前

在職生增加，其中博

士一般生人數減少，

因此每年申請次數

無法達標。 

須增加一般生人數，協助並鼓勵

學生增強外語能力，並踴躍申請

學海系列補助出國。 

河

工

系 

本系於 107 學年度

學生至國外短期研

修情況以非教育補

助為主。107 年度有

30 位學生透過其他

補助方式至大陸地

區進行短期研修。 

本系將持續鼓勵學生至國外進

行短期研修，且若有相關業界單

位有提供學生出國研修之機會，

本系也會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2

-

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

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人次) 

研

發

處 

106 年度本校補助

152 人次赴國外出

席國際會議發表論

文，是近 10 年最高

記錄，107 年顯然無

法再刷新記錄，且

107 年度學生大多

規劃提早畢業後就

業，鑑此，就學期間

擬安排出國參加國

際會議發表論文人

數比例減少。 

學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

文是求學過程中快速增廣見聞

的方式之一，希望教師們幫忙學

生挑選適當的國際會議並鼓勵

學生參與，以增加學生出席國際

會議意願。 

商

船

系 

由於經費以及學生

對將來之職涯發展

之認知，本系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

不踴躍。 

擬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合

作，並協助該研究生出國參與交

流研究。並持續配合學校政策，

宣導學生申請各項出國研修交

流之補助，鼓勵學生利用這些機

會，培養國際觀，增廣見聞。 

運

輸

系 

1. 107 年度無大學

部學生參與國際學

術研討會，故參與人

請指導老師鼓勵學生參加國際

學術研討會，提昇英文發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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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數相對減少。 

2. 本系招收多名碩

班在職生，相對英文

能力較為不足，參加

國際學術研討會困

難度高。 

食

科

系 

碩士班學生有二位

原訂歐洲參加國際

研討會，出發前三週

發現研討會大會內

容說明不清楚，經查

詢該飯店並無安排

舉辦，因此取消出國

發表。 

請系上老師有機會帶學生出席

國際會議，增加學生國際觀。 

養

殖

系 

107 年度獲學校補

助學生赴國外參與

國際研討會人次僅

2 人，但 107 年度本

系另獲「第 13 屆中

國 (福州 )國際海洋

暨漁業博覽會」承辦

單位補助，共計 41

名 學 生 於

2018/05/31-

2018/06/02 前往參

加該博覽會，實際提

昇學生國際視野之

成效提高許多。 

持續鼓勵老師能向學校多申請

補助讓同學能赴國外參加國際

研討會。 

機

械

系 

原預計補助學生赴

國外參與國際研討

會人次，因延後發表

而取消。 

請指導教授多多鼓勵研究生申

請補助參與國際研討會。 

海

工

科

技

博

士

學

106 年入學之博一

生以修習學分為課

業重心，尚未累積

研究量能。 

因修業規則中規定博士生須投

稿兩篇論文(一篇為 SCI)方能畢

業，將定期提醒學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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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程 

光

電

所 

因本所學生以碩士

班為主，學生的研究

能量稍嫌不足，故本

年度無學生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 

鼓勵學生能努力做研究，多多參

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增加自己

的視野。 

教

研

所 

研究生或因工作或

因語言問題，赴國外

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人數未符預定目

標值。 

持續宣傳並鼓勵學生提出申請。 

2

-

5

-

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

學生赴大陸地區研

修人數(包括短期研

修、交換學生、雙

聯學位等) 

地

球

所 

今年經費大多補助

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因此無足夠經費再

補助學生赴大陸研

修。 

將注意經費之分配，能夠兩者兼

顧。 

機

械

系 

本系 107 年 5 名學

生出國研修，均選擇

非大陸地區，故此項

目無填報資料。 

鼓勵本系學生拓展國際視野，出

國短研，並鼓勵學生多元選擇

(各國)短研機會。 

通

訊

系 

同學基於經費問題

考量後，暫緩申請。 
公告並告知學校相關政策及補

助，並請導師於班會時鼓勵同學

提出申請。 
2

-

5

-

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

學生赴非大陸地區

研修人數(包括短期

研修、交換學生、

雙聯學位等) 

商

船

系 

由於學生對將來之

職涯發展規劃(多數

學生皆於 3 年級完

成課業修習後隨即

上船時習)，本系學

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不踴躍。 

擬鼓勵本系學生踴躍申請各項

出國研修交流之補助，利用機會

與在學時間，培養國際觀，增廣

見聞。 

航

管

系 

本系學生會先以申

請教育部補助之短

期研修為第一優先

考量，因為學生希

望能以申請補助金

額較多的補助管道

作為最先考量，這

系上會再向學生宣導，如果申請

教育部補助沒有通過的話，也可

以嘗試申請其他補助管道，利用

在學期間赴國外增廣見聞並學

習新知是難得的機會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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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樣可以減輕自備金

額。 

運

輸

系 

本系於 107 年度因

赴大陸交換的學生

人數增加，相對至

非大陸交換的學生

人數減少。 

1. 鼓勵學生並將交換訊息公告

於系上公佈欄與 FB。 

2. 學生出國交換心得放置於系

上網頁，增加學生出國意願。 

河

工

系 

本系於 107 學年度

學生至國外短期研

修情況以大陸地區

為主。106 年度有

30 位學生透過其他

補助方式至大陸地

區進行短期研修。 

本系將持續鼓勵學生至國外進

行短期研修，且若有相關業界單

位有提供學生出國研修之機會，

本系也會加強公告、宣傳，並鼓

勵學生多多參與。 

通

訊

系 

同學基於語言能力

與經費問題考量

後，暫緩申請。 

公告並告知學校相關政策及補

助，並請導師於班會時鼓勵同學

提出申請。 

資

工

系 

1. 學生多受限於經

濟因素，較少主

動參與國外短期

研修。 

2. 本系學生近年多

參與校外實習以

及準備研究所考

試，因此出國研

修人數較少。 

1. 多宣導學生境外研修與學習

補助資訊，鼓勵學生踴躍參

加。 

2. 增加海外姐妹校課程資訊的

能見度，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2

-

6 

學生出國遊學、交

流、訪問人數 

商

船

系 

由於學生對將來之

職涯發展規劃(多數

學生皆於 3 年級完

成課業修習後隨即

上船時習)，本系學

生赴國外進行短期

研修不踴躍。 

擬鼓勵本系學生踴躍申請各項

出國研修交流之補助，利用機會

與在學時間，培養國際觀，增廣

見聞。 

海

洋

生

技 

本學程博士生李宜

珍原在日本長崎大

學研讀雙聯學位，因

106 學年度申請退

修正本項定義及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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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博

士

學

程 

學，所以今年無學生

出國遊學。 

地

球

所 

本所學生出國多以

出席國際會議為主，

本類之活動多以博

士班學生較有機會

參加，目前本所博班

學生人數不多。 

鼓勵碩班學生爭取此類活動之

參加機會。 

海

資

所 

學生申請出國交流

人次少，大多參與國

內之學術研討會。 

鼓勵學生申請短期研修或交換，

以及至國外參與研討會交流訪

問，並由本所補助出國之交通及

住宿費，鼓勵學生至國外發表研

究論文。 

教

研

所 

研究生或因工作或

因語言問題，赴國外

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人數未符預定目

標值。 

持續請指導教授協助宣傳並鼓

勵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2

-

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

請教育部學海築夢

獎學金之各學系海

外實習) 

商

船

系 

近年航運公司逐年

減少學生實習名額，

致使學生能夠參與

進階實習的機會亦

減少。另育英二號為

全台灣所有海事學

校的實習船，每年僅

能提供本系一梯次

實習機會，原定 76

名學生全數上船，礙

於本年度實習時間

與署修時間衝堂，因

而僅剩 56 名同學照

原定計畫上船實習。 

積極尋求其他管道、其他方式的

實習機會，諸如這次的大連海事

大學育鯤輪與武漢理工實習船。

另外，亦努力使現有的實習管道

增加名額。 

2

-

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

數 

商

船

系 

英文已經屬於大家

共同的第二外語，英

文檢定已算是同學

對於自我英文程度

的一種認證，故許多

同學在入學前就考

過英語檢定。 

鼓勵同學踴躍報考，以追求更精

進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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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運

輸

系 

本系大一生多在高

中時已參加英文檢

定且達學校所訂的

英文門檻，故 107 年

度大一生報考人數

少，造成未達所訂之

目標。 

鼓勵學生可在大學時期再次英

文檢定讓分數提昇，以增加未來

就業競爭力。 

海

生

所 

本所為招收碩、博士

的獨立研究所，並無

大學部，因為大專院

校已將英文檢定列

為畢業門檻，所以招

收之研究生通常在

大學時就已考過英

文檢定，因此除非學

生認為對於未來升

學或是工作有幫助，

才會再去報考其他

的英文檢定。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英文檢定，並

將英文檢定資訊提供給學生瞭

解。 

海

洋

系 

同學反映校園多益

場次不多，時間不見

得能配合，且英文畢

業門檻 若未符合本

校英語能力檢核標

準者，同學可於選課

期間，自行上網選修

零學分「英文精進」

課程替代，故同學們

報考英文檢定之意

願不高，低年級同學

亦不夠積極。 

本校每年舉辦 2 場校園多益考

試，參加校園多益考試之成績，

將由教務處直接匯入教學務系

統，同學們無需至教學務系統輸

入成績，亦無需檢具成績正本至

系辦公室認證。 

海

資

所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

學時期通過英文檢

定考試。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名，

另也鼓勵通過英檢之學生向更

高階挑戰，所上也對報考英檢及

通過英檢學生設有獎學金鼓勵。 

文

創

系 

 於每學期初加強宣傳報考事宜。 

海

洋

政

本學程未設立英文

畢業門檻，僅鼓勵學

生報考英文檢定，以

1. 持續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

定，並提供欲報考同學諮詢

和引介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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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策

碩

士

學

程 

加強自身的英語能

力。 

2. 於課程中融入英文教材，增

加學生接觸機會及興趣。 

2

-

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

數 

商

船

系 

此學年參與英檢考

試人數較往年少僅

有 105 人，通過人數

為 80 人，約為考試

人數八成，與往年相

同。 

鼓勵同學多多參與英文相關課

程，預計設立獎勵機制以引導同

學增進自我語言能力。 

運

輸

系 

由於 107 年度英文

報考人數僅 105 人，

故通過人數無達成

預訂目標。 

鼓勵學生可在大學時期再次英

文檢定讓分數提昇，增加報考英

檢人數。 

海

生

所 

無研究生報考英文

檢定。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英文檢定，並

將英文檢定資訊提供給學生瞭

解。 

 

海

洋

系 

同學反映校園多益

場次不多，時間不見

得能配合，且英文畢

業門檻 若未符合本

校英語能力檢核標

準者，同學可於選課

期間，自行上網選修

零學分「英文精進」

課程替代，故同學們

報考意願不高。 

本校每年舉辦 2 場校園多益考

試，參加校園多益考試之成績，

將由教務處直接匯入教學務系

統，同學們無需至教學務系統輸

入成績，亦無需檢具成績正本至

系辦公室認證。 

海

資

所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

學時期通過英文檢

定考試。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名，

另也鼓勵通過英檢之學生向更

高階挑戰，所上也對報考英檢及

通過英檢學生設有獎學金鼓勵。 

材

料

所 

因大部分學生於大

學時期無加強重視，

以致外語程度能力

落後。 

將積極鼓勵學生修習本校開設

相關之英文課程以提升其語文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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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光

電

所 

本所學生因在研究

上頗為繁忙，故在報

名與準備上心態較

為保守。 

持續於相關會議中強調英文重

要性，並鼓勵同學報考，藉以增

加自己本身的英文能力。另外，

也將邀請外籍人士專題演講，藉

以刺激同學學習。 

海

洋

政

策

碩

士

學

程 

本學程未設立英文

畢業門檻，僅鼓勵學

生報考英文檢定，以

加強自身的英語能

力。 

1. 持續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

定，並提供欲報考同學諮詢

和引介相關資源。 

2. 於課程中融入英文教材，增

加學生接觸機會及興趣。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

-

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

程數 

養

殖

系 

原先開設大四(為期

六個月)之「水產養

殖產業實習」課程因

實習單位本年度無

提供名額，所以停開

一年。 

107 年度會持續接洽實習單位

提供實習名額。 

機

械

系 

原預定 1062 開設之

[產業實習]課程，因

學生實習未分發成

功，未開設該課程。 

本系積極聯繫相關產業，鼓勵學

生參與企業實習。 

3

-

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商

船

系 

航運公司逐年減少

學生實習名額，致使

學生能夠參與進階

實習的機會亦減少。

另育英二號為全台

灣所有海事學校的

實習船，每年僅能提

供本系一梯次實習

機會，原定 76 名學

生全數上船，礙於本

年度實習時間與署

修時間衝堂，因而僅

剩 56 名同學照原定

計畫上船實習。相關

企業公司所提供的

名額不足，無法提供

足量的名額供學生

積極尋求管道、爭取各企業公司

提供足額的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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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實習。 

機

械

系 

原預定馬來西亞實

習人數因故減少。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實習。 

資

工

系 

本屆大四優秀學生

主要以課業為重，並

以申請提前畢業為

目標，1071 學期已

有 4 名成績優異學

生申請提前畢業。 

實習徵才訊息除了在本系網頁

公告外，並加強社群公告及學生

電子郵件發送。 

通

訊

系 

107 年度因大三、大

四學生為準備研究

所考試，願意到企業

實習意願較低，因此

實習人數較預定人

數少，但是增加了全

學期實習人數。 

除鼓勵同學參與企業實習外，並

辦理實習心得分享會，讓同學更

加了解實習的目的及優點，增加

同學參與實習的意願。 

3

-

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通

訊

系 

107 年度因大三、大

四學生為準備研究

所考試，願意到企業

實習意願較低，所以

僅找了 4 家企業提

供學生實習。 

1. 辦理企業實習說明會，讓同

學充分了解實習的目的。 

2. 辦理企業實習分享會，提高

同學參與實習意願。 

3. 107 年度因同學實習期間表

現優秀，目前已有企業有意

願提供本系學生全學期/全學

年實習。 

光

電

所 

本所產業合作案皆

於去年結束，所以今

年度產業結盟數為

0。 

鼓勵本所老師積極尋求產業合

作機會。 

教

研

所 

配合教育部遴選教

育實習機構辦理集

中實習政策，未簽訂

新的實習合作學校。 

未來配合教育部集中實習政策，

未來將調低目標值。 

3

-

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

人數(課程數/修習

人數) 

海

生

所 

本所無創業課程，所

以無修課的學生。 

鼓勵本所老師開授創業課程。 

3

-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

專題、創作成品及

海

工
兩位產學合作生預

計 1072 完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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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5 碩博士論文數 科

技

博

士

學

程 

3

-

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

賽(隊數/人次) 

商

船

系 

本系學生今年校外

性競賽減少原因，係

因系隊女排與女籃

參與人數減少，致使

未能組隊出賽。 

擬鼓勵同學多參加系隊，除培養

運動體能外，另可凝聚系上團隊

之向心力。 

生

科

系 

1. 同學未組隊參

與。 

2. 校外競賽的資訊

不夠多，學生參加比

賽經驗不足。 

1. 加強校外比賽資訊曝光度。 

2. 由教師鼓勵同學組隊參與競

賽，以同學課堂中既有的研究專

題為比賽內容。 

通

訊

系 

目前系上實作部分

偏向控制系統，且實

作需花費較多金錢，

未來將鼓勵通訊方

面也加入實作，並協

助爭取各項設備經

費。 

鼓勵教師及同學多參與各項校

外競賽，爭取榮譽。並於經費方

面，盡力提供協助。若有獲獎，

則於公開場合(如全系聯合班會)

予以表揚，提高同學榮譽心。 

教

研

所 

未有學生參加校外

性競賽。 

持續鼓勵學生組隊參加教育相

關競賽。 

師

培

中

心 

未有學生參加校外

性競賽。 

持續鼓勵學生組隊參加教育相

關競賽。 

4 研 

究 

特 

色 

化 

4

-

1 

SCI/SSCI/TSSCI/T

HCI Core/EI 論文總

篇數 

運

輸

系 

有部份老師於 107

年底投稿，尚未被接

受，無法計算於內。 

於系務會議鼓勵教師發表論文。 

經

管

系 

本系成立不久，但目

前已有兩篇論文在

出版中，尚未刊登。 

鼓勵教師積極投稿論文，以達預

定目標值。 

海

資

所 

因本年度適逢教師

退休，新教師待聘；

另其餘教師發表尚

鼓勵教師踴躍投稿，並鼓勵未來

新進教師積極發表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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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在審核中，未正式發

表，故期刊發表總數

較低。 

海

工

科

技

博

士

學

程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

學程自 106 年開始

招生，第一屆新生目

前為博士班二年級，

仍以修習學分為課

業重心，尚未累積足

夠研究能量可投稿

研究論文。 

畢業規則中要求每位同學至少

一篇 SCI 及一篇 EI 論文，將定

期提醒學生投稿。 

教

研

所 

本所教師或因兼任

行政、或因教學工作

忙 碌 ， 致 投 稿

SCI/SSCI/TSSCI 期

刊篇數偏低。 

請 老 師 們 持 續 努 力 投 稿

SCI/SSCI/TSSCI 等相關期刊。 

文

創

系 

未發表相關論文。 請老師積極投稿相關期刊。 

海

法

所 

本所教師雖多有投

稿於各類期刊，但

收錄於

SCI/SSCI/TSSCI/T

HCI/EI 中之論文篇

數仍有不足。 

未來仍鼓勵教師多投稿，以提昇

本所研究能量。 

共

教

中

心 

106 年度本中心教

師研究論文目標值

實際總篇數為 5 篇，

由於 107 年度中心

教師相關投稿中論

文計 1 篇。故執行情

形略顯落後。 

本中心將積極鼓勵教師投入研

究及投稿，望能於 108 年度提升

執行進度研究論文目標值。 

4

-

2 

SCI/SSCI/TSSCI/T

HCI/EI 論文歷年被

引用次數 

經

管

系 

本系教師之 SSCI 

文章仍尚未公開。 

加強學術研究領域品質。 

文

創

系 

未發表相關論文。  

4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 商 本系近年來專任教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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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

3 
額/與海洋相關之計

畫件數及金額 

船

系 

師退休 4 位，皆已聘

任教學型專案教師

補實，擬可能致使本

系於研究發表上有

所影響。 

作，並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

藉由資深教師分享教學與研究

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

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精進之目的，以提升本系教師申

請各官方部門或產業公司合作

計畫之意願。 

輪

機

系 

本系近年來專任教

師退休數位，皆已聘

任專任教師補實，將

盡可能的提升本系

於研究上的發表。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

作，並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

藉由資深教師分享教學與研究

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

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精進之目的，以提升本系教師申

請各官方部門或產業公司合作

計畫之意願。 

海

生

所 

本所計畫總件數超

越，計畫總金額距離

目 標 差 7,470,324

元，礙於在此年度一

位老師離職，另一位

老師退休，影響目標

值。 

本所預計在 108 年度新聘 2 位

具有學術競爭之教師，以期達到

計畫總金額為 5000 萬元的目

標。 

食

安

所 

食安所為新系所，目

前仍致力於將體制

更臻完善，日後會朝

預定目標努力。 

會進行所務會議討論，請所上老

師撰寫計畫，並著重於海洋相關

研究。 

海

洋

生

技

系 

本學系兩位專任教

師均為新進教師，負

責本學系必修科目，

教學負擔較重，所以

107 年研究計畫較

少。 

 

海

洋

系 

本系 107 年度執行

計畫件數合計 12

件，與 KPI 值相符，

計畫總金額約 998

萬元，與原訂 KPI值

僅 2 萬元之些微差

本系將持續鼓勵系上老師，加強

爭取科技部計畫及民間企業委

託之建教合作計畫，以使本系年

度計畫執行總件數，達到近五年

之研究計畫平均件數以上之水

準，並擴增委辦計畫之規模及經

費總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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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

後

單

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

號 

項目 

距。 

海

工

科

技

博

士

學

程 

學程師資由工學院

下各系所老師支援，

海洋相關計畫詳各

系所資料。 

 

通

訊

系 

本系 107 年度因高

健淇老師離職導致

教師人數減少，雖然

計畫總金額略下降，

但計畫總件數仍稍

有增加。 

於系務會議時鼓勵老師盡量爭

取計畫外，同時系所也提供部分

配合款，提高教師爭取計畫及經

費之意願。 

光

電

所 

本年度本所教師申

請計畫不順利，故總

體計畫案件及總金

額減少。 

108 年度本所多位教師已送出

科技部申請計畫，鼓勵老師能積

極申請農委會及建教合作計畫。 

教

研

所 

海洋相關計畫件數

符合目標值，惟總金

額未達標準值。 

持續鼓勵老師踴躍申請海洋教

育相關計畫。 

4

-

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

額 

食

科

系 

專利數量未達標準，

但是技轉金額超過

指標。 

目前尚有專利預計

申請中。 

鼓勵新進教師產學合作，增加專

利申請及產學技轉的能量。 

海

生

所 

實際目標值之專利

件數是 0 件，故無技

轉金額。 

鼓勵教師提出專利申請、技術的

轉移與增加廠商互動的機會。 

光

電

所 

專利審查時程通常

須經數年，時程難以

掌控。有部分申請案

仍未核定，或核定時

間不定，造成預估差

異。 

未來將在會議中鼓勵老師對研

究成果提出申請案，所上也將通

過會議紀錄或辦法，對教師申請

維護專利相關費用，一律支持分

攤，無須以個案批駁。 

四、其它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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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委

員十一至十三人，其中應含各

學院代表一人，餘由校長聘請

本校教師及校外專業人士擔

任，並設執行秘書，由總務長擔

任之。  

   另設諮詢委員若干人，由召

集人視校園規劃發展個案需求

敦聘校內外相關專業人士，諮

詢委員得列席本委員會議提供

專業建議。 

二、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委

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聘請本

校教師及校外專業人士擔任，

並設執行秘書，由總務長擔任

之。 

   另設諮詢委員一至二人，由

召集人視校園規劃發展個案需

求敦聘校外相關專業人士，諮

詢委員得列席本委員會議提供

專業建議。 

修正委員組成 

三、本委員會就下列事項提供

校務發展委員會及總務處參

考： 

1、對校園發展規劃提出諮詢意

見。 

2、對校園空間之規劃，協調其

他規劃單位進行研究，並提

出規劃構想。 

3、對校園內重大工程之需求計

畫及建設過程中之相關課

題，進行討論並提出建議。 

三、本委員會就下列事項提供

校務發展委員會及總務處參考

及審核： 

1、對校園發展規劃提出諮詢意

見。 

2、對校園空間之規劃，協調其

他規劃單位進行研究，並提

出規劃構想。 

3、對校園內重大工程之「計畫

構想書」之審核，及建設過

程中之相關課題，進行討論

並提出建議。 

配合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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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93年 5月 20日 92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99年 12月 10日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99年 12月 21日海總字第 0990015792 號令發布 

 

一、「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設校園規劃發

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教師及校外專業人士擔任，

並設執行秘書，由總務長擔任之。 

     另設諮詢委員一至二人，由召集人視校園規劃發展個案需求敦聘校外相關專業人士，諮

詢委員得列席本委員會議提供專業建議。 

     本委員會得視作業需要，邀請行政單位參與本委員會之規劃業務。 

三、本委員會就下列事項提供校務發展委員會及總務處參考及審核： 

     1、對校園發展規劃提出諮詢意見。 

     2、對校園空間之規劃，協調其他規劃單位進行研究，並提出規劃構想。 

     3、對校園內重大工程之「計畫構想書」之審核，及建設過程中之相關課題，進行討論並

提出建議。 

四、本委員會視業務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本委員會推動業務所需之經費，由本校相關單位

支應，並得視需要，由總務處撥專案經費辦理。 

五、本要點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發布實施。 

【現行條文】 

-150-



【修正後內容】                                 【附件十之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園規劃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93年 5月 20日 92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99年 12月 10日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99年 12月 21日海總字第 0990015792 號令發布 

 

一、「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設校園規劃發

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委員十一至十三人，其中應含各學院代表一人，餘由校長聘請

本校教師及校外專業人士擔任，並設執行秘書，由總務長擔任之。 

     另設諮詢委員若干人，由召集人視校園規劃發展個案需求敦聘校內外相關專業人士，諮

詢委員得列席本委員會議提供專業建議。 

     本委員會得視作業需要，邀請行政單位參與本委員會之規劃業務。 

三、本委員會就下列事項提供校務發展委員會及總務處參考及審核： 

     1、對校園發展規劃提出諮詢意見。 

     2、對校園空間之規劃，協調其他規劃單位進行研究，並提出規劃構想。 

     3、對校園內重大工程之需求計畫及建設過程中之相關課題，進行討論並提出建議。 

四、本委員會視業務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本委員會推動業務所需之經費，由本校相關單位

支應，並得視需要，由總務處撥專案經費辦理。 

五、本要點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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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五條 本總中心設置產學營運

委員會(簡稱本委員會)，由中心

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置委員十一

至十五人，委員由中心主任簽請

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得連任，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主要審議： 

一、中心業務推動諮詢及建議。 

二、單位相關法規擬訂及修正。 

三、本校教師提報之專利申請

案、維護案及技術授權案。 

四、衍生新創事業之智慧財產

權技術鑑價評估審查。 

五、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之案

件審查及重大案件內外部

通報。 

六、育成企業輔導相關議案。 

七、其他相關業務。 

無 一、配合組織調整將「研

究發展成果管理委員

會」改置為產學營運

委員會(一級會議)。 

二、新增條文，餘條文依

序順延。 

第六條 本總中心經費來源包括

政府補助款、廠商配合款、中心

自籌款及校務基金，經費收支依

校務基金相關規定辦理。 

第五條 本總中心經費來源包括

政府補助款、廠商配合款、中心

自籌款及校務基金，經費收支依

校務基金相關規定辦理。 

條次變更。 

第七條 廠商回饋衍生利益依「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廠商回饋辦法」管理分配。 

第六條 廠商回饋衍生利益依「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廠商回饋辦法」管理分配。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發布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成果

管理委員會、研究發展會議及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修改本辦法審核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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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置辦法 

107年 5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8月 15日海研產學字第 1070016407 號令發布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運用與推廣本校教師之研發成果，鼓勵師生創新研究及推動技術移轉予

產業，培育企業及鼓勵企業技術創新，以促進產業升級與發展，設立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產學營運總中心(以下簡稱本總中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總中心任務及工作職掌如下： 

一、本校師生研發成果之國內外專利申請、維護與管理。 

二、本校專利、研發成果及其他智慧財產之盤點、推廣、移轉與授權。 

三、有關智慧財產與技術移轉之諮詢與服務。 

四、提供本校研發能量，培育中小企業創新研發以達創業或企業轉型升級目的。 

五、輔導及協助中小企業進駐廠商技術或產品研究發展，引進政府資源，協助企業與技術提

升。 

六、學生創業團隊衍之新公司育成輔導。 

第三條 本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總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研究

人員擔任之。其聘期一任四年，得連任一次。 

第四條 本總中心設置產學技轉組及創業育成組，各置組長一人，組長由中心主任就本校教學（含具

教師身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提請校長聘任之。另得僱用專案經理及行政人員若干人

協助相關業務推動。 

第五條 本總中心經費來源包括政府補助款、廠商配合款、中心自籌款及校務基金，經費收支

依校務基金相關規定辦理 

第六條 廠商回饋衍生利益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廠商回饋辦法」管理分配。 

第七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委員會、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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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附件十一之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置辦法 

107年 5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8月 15日海研產學字第 1070016407 號令發布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運用與推廣本校教師之研發成果，鼓勵師生創新研究及推動技術移轉予

產業，培育企業及鼓勵企業技術創新，以促進產業升級與發展，設立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產學營運總中心(以下簡稱本總中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總中心任務及工作職掌如下： 

一、本校師生研發成果之國內外專利申請、維護與管理。 

二、本校專利、研發成果及其他智慧財產之盤點、推廣、移轉與授權。 

三、有關智慧財產與技術移轉之諮詢與服務。 

四、提供本校研發能量，培育中小企業創新研發以達創業或企業轉型升級目的。 

五、輔導及協助中小企業進駐廠商技術或產品研究發展，引進政府資源，協助企業與技術提升。 

六、學生創業團隊衍之新公司育成輔導。 

第三條 本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總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研究

人員擔任之。其聘期一任四年，得連任一次。 

第四條 本總中心設置產學技轉組及創業育成組，各置組長一人，組長由中心主任就本校教學（含具

教師身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提請校長聘任之。另得僱用專案經理及行政人員若干人

協助相關業務推動。 

第五條 本總中心設置產學營運委員會(簡稱本委員會)，由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置委員十

一至十五人，委員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得連任，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主要審議： 

一、中心業務推動諮詢及建議。 

二、單位相關法規擬訂及修正。 

三、本校教師提報之專利申請案、維護案及技術授權案。 

四、衍生新創事業之智慧財產權技術鑑價評估審查。 

五、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之案件審查及重大案件內外部通報。 

六、育成企業輔導相關議案。 

七、其他相關業務。 

第六條 本總中心經費來源包括政府補助款、廠商配合款、中心自籌款及校務基金，經費收支

依校務基金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廠商回饋衍生利益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廠商回饋辦法」管理分配。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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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自評執行情形追蹤表 

壹、行政單位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

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360 人次/                      

580 人 

1,529 人次

/642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人數為 880 人，註冊人數 363 人。 

2. 107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報名人數為 649 人，註冊人數 279 人。 

具體

成果 

合計報考人數共 1,529 人，註冊人數 642 人，超越年度預定目標值(各系報名資料

如附表)。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商船系 20 12 9 1 29 13 

輪機系 18 10 7 2 25 12 

航管系 39 18 44 23 83 41 

運輸系 35 17 19 7 54 24 

食科系 94 38 71 33 165 71 

食安所 25 9 15 6 40 15 

養殖系 52 25 29 19 81 44 

生科系 29 15 10 4 39 19 

海生所 14 7 12 7 26 14 

環漁系 20 14 8 5 28 19 

海洋系 16 9 8 3 24 12 

地球所 21 7 6 4 27 11 

海資所 11 5 8 3 19 8 

環態所 16 8 6 1 22 9 

造船系 25 18 5 2 30 20 

河工系 32 24 9 4 41 28 

材料所 26 11 6 2 32 13 

機械系 43 17 48 22 91 39 

電機系 111 26 123 41 234 67 

資工系 84 23 69 26 153 49 

通訊系 63 13 41 15 104 28 

光電所 22 12 12 5 34 17 

海法所 18 7 26 11 44 18 

附錄 1 



2 

應經所 7 4 16 7 23 11 

教研所 25 8 18 11 43 19 

海文所 5 3 9 4 14 7 

應英所 7 1 10 6 17 7 

海政所 2 2 5 5 7 7 

小計 880 363 649 279 1529 64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碩士

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0 人次

/200 人 

488 人次

/306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本校學生報考人數為 329 人，註冊人數 215。 

2.107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本校學生報考人數為 159 人，註冊人數 91。 

具體

成果 

合計本校學生報考人數共 488 人，註冊人數 306 人，超越年度預定目標值（各系

報名資料如附表）。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商船系 13 10 1 0 14 10 

輪機系 14 10 3 1 17 11 

航管系 14 8 12 8 26 16 

運輸系 17 11 2 1 19 12 

食科系 35 27 24 14 59 41 

食安所 4 4 3 3 7 7 

養殖系 26 20 14 13 40 33 

生科系 14 10 4 2 18 12 

海生所 4 4 1 0 5 4 

環漁系 15 14 5 5 20 19 

海洋系 13 9 4 2 17 11 

地球所 7 3 1 1 8 4 

海資所 4 3 0 0 4 3 

環態所 9 7 3 1 12 8 

造船系 23 17 2 1 25 18 

河工系 25 14 6 4 31 18 

材料所 1 1 0 0 1 1 

機械系 12 8 7 1 19 9 

電機系 17 8 15 7 32 15 

資工系 22 14 19 11 41 25 

通訊系 30 9 24 9 5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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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所 0 0 1 1 1 1 

海法所 6 2 1 0 7 2 

應經所 0 0 0 0 0 0 

教研所 2 1 2 2 4 3 

海文所 1 0 3 2 4 2 

應英所 0 0 0 0 0 0 

海政所 1 1 2 2 3 3 

小計 329 215 159 91 488 30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生(人數) 

107 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人 58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填報資料來源包含各項考試或推甄管道) 

107 

年 

執行

情形 

以 107 學年度高職學校入學學生共計 58 位，詳如下表所示：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特殊選才 小計 

水產養殖學系 7 3 2 12 

食品科學系 2 3 1 6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1 0 0 1 

航運管理學系 2 1 0 3 

商船學系 6 3 0 9 

輪機工程學系 13 4 2 19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4 2 2 8 

總計 35 16 7 58 
 

具體

成果 

以 107 學年度高職學校入學學生共計 58 位，包括：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一般生 35 位、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外加名額)16 位、特殊選才 7

位。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0 人 113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學年度合計招收僑生學位生新生 113 人(士班：1 人；碩士班：12 人；學士班：

100 人) 

具體

成果 

1. 107 學年度學士班、碩博士班就讀人數統計-依申請管道 

招生管道 107 學年度錄取人數 107 學年度註冊人數 107 學年度註冊率 

單獨招生 56 34 61% 

個人申請(學士班) 62 41 66% 

個人申請(碩博士班) 17 1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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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分發(第 1 梯次) 13 4 31% 

聯合分發(第 2 梯次) 1 0 0% 

聯合分發(第 3 梯次) 3 0 0% 

聯合分發(第 4 梯次) 11 11 100% 

聯合分發(第 5 梯次) 13 10 77% 

合計 170 113 66% 

2. 107 學年度學士班、碩博士班就讀人數統計-依國別 

國別 人數 

馬來西亞 62 

印尼 17 

香港 16 

緬甸 10 

越南 4 

澳大利亞 1 

澳門 1 

日本 1 

馬紹爾群島 1 

總計 113 

3. 107 學年度僑生新生就讀系所 

科系 人數 

航運管理學系 24 

食品科學系 13 

水產養殖系 12 

商船學系 10 

資訊工程學系 9 

運輸科學系 8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7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6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4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3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3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2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2 

水產養殖系研究所 1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研究所 1 

食品科學系研究所 1 

海洋生物研究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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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1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 

海洋環境資訊系 1 

電機工程學系 1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1 

總計 11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6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學年度合計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 6 人(博士班：3 人；碩士班：1 人；學士班：

2 人(含馬祖校區)）。 

具體

成果 

1. 核定招生、報考及註冊人數表 

學年度 
核定招生

人數 
報考人數 

NTOU 

錄取人數 

正式分發 

人數 
註冊人數 

博士班 3 3 3 3 3 

碩士班 2 5 5 2 1 

學士班(基隆) 2 20 2 2 2 

學士班(馬祖) 3 7 3 0 0 

2. 各招生系所註冊人數 

就讀系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2 - - 

海洋生物研究所 1 - - 

海洋法律研究所 - 1 -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 - 1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 - 1 
 

落後

原因

說明 

1. 學士班名額因全臺人數限縮，本校學士班招生名額減少為基隆校區 2 人、馬祖

校區 3 人。另填報馬祖校區學士班同學之志願序多數分配於第 10 志願之後，

自 106 學年度起採無條件流用，故造成正式分發後馬祖校區學士班無學生就讀。 

2. 碩士班 1 名同學因健康因素，身體無法負荷，因故放棄來臺就學。 

具體

改善

措施 

1. 為提升本校碩博士班之報考及註冊人數，針對大陸地區姐妹校師生已表達擬來

校就讀意願之系所，做為提報招生計畫系所排序時之考量。 

2. 將本校招生訊息以電郵方式週知曾來校交換(研修)之大陸姐妹校學生。 

3. 擬請大陸地區姐妹校協助招生宣傳及公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期

統計)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5 人 309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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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06-2：福州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專案 116 位、福建農林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

專案 39 位、大陸地區姐妹校交換(研修)學生 38 位 

107-1：福州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專案 60 位、福建農林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

專案 7 位、大陸地區姐妹校交換(研修)學生 49 位 

具體

成果 

1. 福州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專案學生人數： 

學年度 河工系 造船系 合計 

106-2 59 57 116 

107-1 29 31 60 

2. 福建農林大學 3+1 聯合人才培養專案學生人數： 

學年度 食科系 機械系 合計 

106-2 24 15 39 

107-1 7 0 7 

3. 大陸地區姐妹校交換(研修)學生人數： 

系所名稱 106-2 107-1 

水產養殖學系 1 7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5 4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 1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1 - 

食品科學系 10 9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2 1 

海洋生物研究所 1 -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 1 

海洋環境資訊系 2 4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 1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6 - 

航運管理學系 4 4 

商船學系 3 1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 2 

運輸科學系 1 5 

電機工程學系 1 1 

輪機工程學系 - 2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 2 

應用經濟研究所 - 1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1 3 

總計 38 4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生人數(依學

期統計)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4 人 39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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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 10 名外籍生入學(碩士班 9 名、博士班 1 名)；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 29 名外籍生入學(大學部 5 名、碩士班 17 名、博士班 7 名)；

計入學外籍生數為 39 名 

具體

成果 

除人數已超過預定人數外，今年獲得外部獎學金之學生也較往年高，降低了本校

外籍生獎學金負擔。 

外籍生學位生就讀系所 106-2 107-1 

航運管理學系 - 1 

航運管理學系碩士班 - 1 

航運管理學系博士班 - 1 

運輸科學系 - 1 

運輸科學系碩士班 - 1 

海洋經營管理 - 1 

食品科學系 - 2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2 2 

水產養殖學系碩士班 1 6 

水產養殖學系博士班 - 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2 - 

海洋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1 -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碩士班 - 1 

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1 2 

地球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1 1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 1 

河海工程學系碩士班 - 2 

資訊工程學系 - 1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 1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 1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2 - 

海洋法律研究所博士班 - 1 

合計 10 2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數(依學

期統計)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人 11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5-2 交換學生人數：大學部 5 人。 

106-1 交換學生人數：大學部 2 人。 

具體

成果 

蒞校交換學生之研修系所分析如下： 

研修系所 105-2 106-1 

水產養殖學系 5 1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 1 

總計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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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校於 106 學年度起，加強開設英語設課課程並向海外姐妹校進行宣傳，多數學

校表示須有更多時間協助宣導，使學生能將本校放入赴外研修學校的考量名單中。 

具體

改善

措施 

製作相關文宣，加強向姊妹校交換學生計畫承辦人說明本校交換學生計畫的運作

方式，交換學生可於本校修讀以英語教學之專業課程、海洋文化相關課程，以及

華語文課程，提高海外學生蒞本校研修之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隊/270 人 12 隊/386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1 月發辦理營隊意願調查表。 

2. 107 年 4 月舉行營隊協調會議。 

3. 107 年 5-6 月與營隊密切聯繫。 

4. 107 年共辦理 12 個營隊，參加人數共 386 位。 

具體

成果 

107 年辦理營隊名稱、承辦單位及活動資訊如下： 

編號 營隊名稱 承辦單位 報名人數 

1 歐拉普的逆襲 法政系 5 

2 乘風破浪-夢想啟程 商船學系 50 

3 海洋科學營 海洋環境資訊系 10 

4 第 21 屆食品生技科學營 食品科學系 45 

5 繽紛的水中生命~魚類生態營 環漁系 42 

6 養殖生物科技營 水產養殖學系 49 

7 海大生科夏令營隊 生科系 10 

8 2018 海大航管營_航航出狀元 航管系 16 

9 海．遇-2018 海洋文創設計體驗營 文創系 36 

10 新北市高中(職)學生電資體驗營 電資學院 54 

11 2018 海大觀光營 觀光系 33 

12 潮海遊-2018 海洋文化觀光研習營 人社院 36 

13 DTS 奇航營 運輸系 停辦 

合計 38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 次 49 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度種子教師招生宣傳講座共計 26 場次。 

2. 107 年度高中蒞校參訪共計 6 場次。 

3. 107 年度參加各高中升學博覽會共計 17 場次。 

具體

成果 

1. 種子教師校外招生宣導講座：自 107 年 1 月截至 12 月底，所進行宣導活動如

下表所示，感謝各位種子教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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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學校 主題 日期 種子教師 

1 苗栗縣私立建台高中 漫談升學面試技巧 
107年 03月 16日(五) 

15：15~16：05 
商船系劉中平老師 

2 苗栗縣私立建台高中 漫談升學面試技巧 
107年 03月 17日(六) 

15：15~16：05 
共教中心謝玉玲老師 

3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大學申請與面試技巧 
107年 03月 31日(六) 

12：10~13：00 
電機系謝易錚老師 

4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電資學院介紹 
107年 04月 24日(二) 

12：10~13：00 
電機系謝易錚老師 

5 國立台南第一高中 專題演講&校簡介 
107年 05月 25日(五) 

12：10~16：00 
河工系陳正宗老師 

6 大碩補習班 
107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簡

介 

107年 08月 08日(三) 

13：30~15：30 
河工系李應德老師 

7 大碩補習班 
107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簡

介 

107年 08月 14日(二) 

13：30~15：30 
通訊系王和盛老師 

8 大碩補習班 
107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簡

介 

107年08月14日（二) 

13：30~15：30 
生科系林秀美老師 

9 大碩補習班 
107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簡

介 

107年 08月 26日(日) 

13：00~15：00 
養殖系黃章文老師 

10 苗栗縣私立建台高中 
如何因應新制大學升學制

度 

107年 09月 05日(三) 

13：00~15：00 
商船系劉中平老師 

11 苗栗縣私立建台高中 
面對新制升學制度下該如

何準備 

107年 09月 08日(六) 

15：00~17：00 
商船系劉中平老師 

12 台北市立西松高中 電資學院介紹 
107年 09月 26日(三) 

12：05~12：55 
電機系譚仕煒老師 

13 新北市私立光仁高中 專題演講&校簡介 
107年 09月 28日(五) 

17：00~18：00 
資工系嚴茂旭老師 

14 基隆市立八斗高中 學校簡介&弱勢招生宣傳 
107年 10月 02日(二) 

9：00~10：00 
養殖系黃章文老師 

15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校系簡介&弱勢招生宣傳 
107年 10月 03日(三) 

11：00~12：00 
養殖系黃之暘老師 

16 臺北市立萬芳高中 電資學院介紹 
107年 10月 24日(三) 

12：00~13：00 
資工系吳宗杉老師 

17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大學校系介紹(電資學院) 
107 年 11 月 6 日(二) 

12：00~13：00 
資工系阮議聰老師 

18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大學校系介紹(電資學院) 
107年 11月 16日(五) 

11：00~12：00 
資工系趙志民老師 

19 臺北市立陽明高中 大學校系介紹(生科院) 
107年 11月 16日(五) 

12：10~13：10 
養殖系李柏蒼老師 

20 國立基隆高中 大學校系介紹(海運學院) 
107年 11月 16日(五) 

10：10~11：10 
商船系陳志立老師 

21 國立台東高中 大學校系介紹(工學院) 
107年 11月 21日(三) 

14：45~15：10 

河工系方惠民老師 

河工系李孟哲助教 

22 國立台東女中 大學校系介紹(工學院) 
107年 11月 21日(三) 

13：40~14：10 

河工系方惠民老師 

河工系李孟哲助教 

23 臺北市景文高中 校系簡介&弱勢招生宣傳 
107年 11月 23日(五) 

15：10~16：10 
資工系鄭錫齊老師 

24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校系簡介&弱勢招生宣傳 
107年 11月 28日(三) 

15：10~16：10 
河工系范佳銘老師 

25 
國立東港海事水產職

業學校 
校系簡介&弱勢招生宣傳 

107年 11月 29日(四) 

12：00~13：00 
應經所蕭堯仁老師 

26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大學校系介紹(生科院) 
107年 12月 12日(三) 

12：00~13：00 
生科系許邦弘老師 

2. 高中師生蒞校參訪：自 107 年 1 月截至 12 月底止，所安排的蒞校參訪場次如

下表所示，感謝各單位協助相關事宜： 

No 學校 參訪點 日期 時間 

1 

新北市 

私立金陵女中 

(師生共約 45 人) 

操船模擬中心、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造船系、河工系、光電系、食科系罐

頭工廠、圖書館、校史博物館 

107年02月06日(二) 

107年02月07日(三) 

9：30 ~ 16：00 

9：3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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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立南山高中 

(師生共約 25 人) 
校系簡報 107年03月29日(四) 9：30 ~ 10：00 

3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師生共約 80 人)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造船系、河工

系 
107年05月25日(五) 13：30 ~ 15：00 

4 

致理科技大學國貿

系 

(師生共約 50 人) 

校系簡報、校園導覽 107年06月07日(四) 13：30 ~ 15：00 

5 
新竹市光復高中 

(師生共約 360 人)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河工系、體育

館、輪機工廠、圖書館、校史博物

館、教學中心、文創系 

107年10月16日(二) 10：00 ~ 12：00 

6 
臺北市復興高中 

(師生共約 85 人)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造船系、河工

系 
107年11月16日(五) 13：30 ~ 16：30 

3. 高中自辦升學博覽會：自 107 年 1 月截至 12 月底止，所參與之升學博覽會如

下表所示： 

No 學校 日期 時間 

1 國立馬祖高中 107 年 01 月 05 日(五) 10：00 ~ 14：00 

2 國立宜蘭高中 107 年 01 月 29 日(一) 10：00 ~ 15：00 

3 桃園私立治平高中 107 年 01 月 31 日(三) 09：00 ~ 16：00 

4 嘉義市政府 107 年 03 月 03 日(六) 10：00 ~ 15：00 

5 國立虎尾高中 107 年 03 月 07 日(三) 10：00 ~ 14：00 

6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107 年 03 月 16 日(五) 13：00 ~ 16：00 

7 桃園市立壽山高中 107 年 04 月 14 日(六) 09：00 ~ 14：00 

8 臺中市立東山高中 107 年 05 月 09 日(三) 09：00 ~ 13：00 

9 國立鹿港高中 107 年 05 月 16 日(三) 12：00 ~ 15：00 

10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107 年 06 月 28 日(三) 09：00 ~ 13：00 

11 桃園市立大溪高中 107 年 11 月 09 日(五) 09：00 ~ 13：00 

12 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107 年 11 月 10 日(六) 10：00 ~ 14：00 

13 國立基隆高中 107 年 11 月 30 日(五) 09：00 ~ 13：00 

14 國立基隆女中 107 年 12 月 07 日(五) 09：00 ~ 13：00 

15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107 年 12 月 08 日(六) 09：00 ~ 13：00 

16 國立馬祖高中 107 年 12 月 08 日(六) 10：00 ~ 14：00 

17 國立台南第二高中 107 年 12 月 28 日(五) 09：00 ~ 15：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2018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一、活動目的： 

為強化與本校「繁星推薦」錄取生及「個人申請」正、備取生、「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特殊選才」及「運動績優單招」錄取生與家長之互動，提升

家長對本校學習環境之認識，並鼓勵「個人申請」正、備取生於登錄志願序

時提高本校志願序，以利本校招收優秀學子入學就讀，特舉辦本項活動與新

鮮人及家長進行互動交流，以期建立其向心力與歸屬感。 

二、活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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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錄取生及「個人申請」正、備取生、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錄取生、特殊選才錄取生及運動績優單招錄取生。 

三、活動時間：107 年 5 月 5 日（六）10：00 至 17：00。 

四、活動地點：本校第一演講廳、第二演講廳、海洋廳及各學系系館。 

五、活動流程：考量會場所能容納之人數有限，本組依活動報名情形，將學生分

為 A、B 兩組進行。 

         項目 

A 組 

商船系、航管系、運輸系、輪機系、

海洋經管系、造船系、機械系、河

工系、海洋工程系、海洋觀光系、

海洋文創系 

B 組 

食科系、養殖系、生科系、海洋生

技系、環漁系、海洋系、電機系、

資工系、通訊系、光電系、海洋法

政系 

A 場次 B 場次 

時間 地點 時間 地點 

報到 10:00-10:20 行政大樓一樓 12:30-12:50 行政大樓一樓 

司儀開場與介

紹師長 
10:20-10:25 

第一演講廳 

12:50-12:55 

海洋廳 
教務簡報 10:25-10:35 12:55-13:05 

學務簡報 10:35-10:45 13:05-13:15 

校長致詞 10:45-11:15 13:15-13:45 

互動時間 Q&A 11:15-11:45 13:45-14:15 

各系座談會&

校園巡禮 
11:45-13:05 各學系會場校園 14:15-15:35 各學系會場校園 

接駁專車 13:10-13:30 展示廳前 15:40-16:00 展示廳前 
 

具體

成果 

一、相關統計 

本次新鮮人說明會報名人數以個人申請為主，參與人數（含家長）共計 824 人，

各學系不含家長之參與人數統計如下表，22 學系中參與學生數超過 20 人以上有

商船系、航管系、運輸系、食科系、養殖系、機械系、河工系、資工系。 

2018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各學系各入學管道參與人數統計 

學系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四技 

二專 

特殊 

選才 

總計 

(不含家長) 

總計 

(含家長) 

商船 7 16 2 1 0 26 

航管 11 23 0 0 0 34 

運輸 13 9 0 0 0 22 

輪機 10 3 1 1 0 15 

海洋經管 7 7 0 0 0 14 

食科 10 16 0 1 1 28 

養殖 9 13 0 0 0 22 

生科 4 6 0 0 0 10 

海洋生技 4 2 0 2 0 8 

環漁 7 4 1 1 0 13 

海洋 5 9 0 0 0 14 

機械 12 14 0 0 0 26 

造船 6 4 0 0 0 10 

河工 11 18 0 0 0 26 

海洋工程 5 6 0 1 0 12 

電機 5 10 0 0 0 15 

資工 6 14 0 0 0 20 

通訊 6 7 0 1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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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 3 5 0 0 0 8 

法政 5 6 0 0 0 11 

觀光 3 5 0 1 0 9 

文創 4 6 0 1 0 11 

總計 153 203 4 10 1 368 

錄取人數 

(含正、備取生) 
341 1671 15 35 

  

二、活動實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場次 3 場次 

執行單位 學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為利於新生家長瞭解其子女在海大的學習與生活環境，並使新生認識就讀科系特

色與求學方向，及促進教師與新生家長之雙向溝通，期達到認同本校及安心就讀

的效益，特辦理此活動。上午安排 3 場校長有約座談會；下午為學系歡迎會，會

中安排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新生導師、系學會幹部與新生及家長們進行座談，

並由系學會幹部帶領新生與家長參觀校園環境與住宿設施，使新生與家長對於校

內環境能有更進一步體認。 

具體

成果 

本活動已於 8 月 18 日（星期六）辦理完畢，本次參加 A 行程新生人數計 362 名；

B 行程新生人數計 336 名，C 行程計 722 名，總計 1,420 名，場場爆滿，獲得新生

及家長熱烈迴響，活動圓滿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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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3 件/1400 萬元 15 件/3174 萬元 

執行單位 研發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指標定義為包含校外所有單位之不含共同及協同主持人之國際合作計畫)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國際合作計畫本校獲補助共計 15 件金額達 3,174 萬 3,637 元。 

具體

成果 

年

度 

姓

名 
單位 專案案名 

計畫 

種類 

委託 

單位 

是否

跨國

合作 

國家 

名稱 

執行起

始日期 

執行結

束日期 

計劃 

總金額 

107 

張

淑

淨 

(通訊系)

電子海圖

研究中心 

西島離岸風場航

行安全影響評估 

其他單

位產學

計畫 

哥本哈

根基礎

建設基

金 

是 丹麥 107/01/18 108/12/31 1020000 

107 

張

淑

淨 

(通訊系)

電子海圖

研究中心 

彰芳離岸風場航

行安全影響評估 

其他單

位產學

計畫 

哥本哈

根基礎

建設基

金 

是 丹麥 107/01/18 108/12/31 1020000 

107 

張

淑

淨 

(通訊系)

電子海圖

研究中心 

福芳離岸風場航

行安全影響評估 

其他單

位產學

計畫 

哥本哈

根基礎

建設基

金 

是 丹麥 107/01/18 108/12/31 840000 

107 

黃

雅

英 

華語中心 

教育部輔導及輔

助華語文教育機

構優化計畫經費

申請表 

其他單

位產學

計畫 

教育部

國際及

兩岸教

育司華

語科 

是 

巴西、加

拿大、貝

里斯 

107/05/01 107/11/30 216667 

107 

蔣

國

平 

海洋環境

與生態研

究所 

107 年馬祖海域

棲地及資源保育

計畫 

其他單

位產學

計畫 

連江縣

政府 
是 

日本,美

國 
107/07/01 107/12/31 16000000 

107 

李

明

安 

環境生物

與漁業科

學學系 

第四屆氣候對海

洋頂端掠食者之

衝擊國際研討會 

科技部 科技部 是 多國 107/10/15 107/10/19 310000 

107 

張

清

風 

水產養殖

學系 

臺法(FR)國合計

畫-神經胜肽在

海洋動物之研究

(4/4) 

科技部 科技部 是 法國 107/01/01 107/12/31 3150000 

107 

陳

明

德 

地球科學

研究所 

臺俄(RU)國合計

畫－晚第四紀西

北太平洋與亞洲

季風及南北極百

年至千年尺度氣

候變化連繫研究

(2/3) 

科技部 科技部 是 俄國 107/01/01 107/12/31 690000 

107 

陳

明

德 

地球科學

研究所 

臺俄(RU)國合計

畫－晚第四紀西

北太平洋與亞洲

季風及南北極百

年至千年尺度氣

候變化連繫研究

(2/3) 

科技部 科技部 否 俄國 107/01/01 107/12/31 6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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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辛

敬

業 

系統工程

暨造船學

系 

波浪對於船尾跡

流與螺槳性能的

影響(III) 

其他單

位產學

計畫 

美國海

軍 
是 美國 107/07/01 109/12/31 1222720 

107 

陳

明

德 

地球科學

研究所 

天然氣水合物儲

集系統精密觀測

與取樣-臺美與

臺德合作計畫

(2/2) 

科技部 科技部 是 
美國.德

國 
107/01/01 108/06/30 1500000 

107 

蔣

國

平 

海洋中心 

2018 年兩岸三地

夏令環境保育學

術研習營：全球

環境變遷下海洋

環境與漁業資源

保育 2018 

Summer School 

on Marine 

Environment and 

Fishery 

Resources under 

Global Change 

農委會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漁

業署 

是 
香港,大

陸 
107/04/01 107/12/31 200000 

107 

鄭

學

淵 

國際事務

處 

新南向計畫-學

術型領域連盟農

業領域補助計畫

案 

其他單

位產學

計畫 

教育部 是 
馬來西

亞 
107/01/02 107/12/31 500000 

107 

鄭

學

淵 

國際事務

處 

新南向計畫─106

年度【越南區域

經貿產學資源中

心之田野調查計

畫及研究計畫】 

其他單

位產學

計畫 

教育部 是 越南 107/01/01 107/12/31 3600000 

107 

林

益

煌 

機械與機

電工程學

系 

台灣離岸風場運

轉維護管理平台

建置研究 

科技部 科技部 是 德國 107/01/01 107/12/31 84425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31 人 

執行單位 研發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本校教育部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計畫共薦送 31 位同學出國短期研修。 

具體

成果 

107 年本校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薦送學生共 30 位，研修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

德國、法國、馬來西亞、越南、日本及韓國，學海惜珠計畫共薦送 1 位同學赴德

國姐妹校短期研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37 人次 133 人次 

執行單位 研發處(由補助學生出國統計明細彙整)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有 26 位博士生、102 位碩士生(含五年一貫生)及 5 位學士生出席國際會

議發表論文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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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本校學生有 133 人次赴國外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獲校內補助金額約

計新臺幣 400 萬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106 年度本校補助 152 人次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是近 10 年最高記錄，

107 年顯然無法再刷新記錄，且 107 年度學生大多規劃提早畢業後就業，鑑此，

就學期間擬安排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人數比例減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學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是求學過程中快速增廣見聞的方式之一，希望教

師們幫忙學生挑選適當的國際會議並鼓勵學生參與，以增加學生出席國際會議意

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72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由補助學生出國統計明細彙整)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除持續與大陸地區姊妹校推動交換學生計畫外，亦透過研究生短期研修，增

進雙方師生之學術交流。 

具體

成果 

各項目參與人數如下： 

項目 人數 辦理單位 

交換學生 41 國際處 

短期研修 31 教學中心實就組 

總計 7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2 人 46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由補助學生出國統計明細彙整)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除持續與國際知名大學簽訂交換學生計畫協議，辦理雙方學生交換交流事宜

外，亦透過研究生短期研修及雙聯學位計畫，增進雙方師生之學術交流。 

具體

成果 

各項目參與人數如下： 

項目 人數 辦理單位 

交換學生 38 教學中心、國際處 

研    修 7 教學中心、研發處 

雙聯學位 1 國際處、教學中心 

總計 4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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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科技部於 107 年補助本校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毛儒毅同學赴加拿大滑鐵盧

大學短期研究 11 個月及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廖君珮博士生赴美國華盛頓大

學短期研究 8 個月。 

具體

成果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廖君珮博士生於 107 年 7 月前往美國華盛頓大學短期研

究；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毛儒毅同學於 107 年 10 月前往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短期研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 人 237 人 

執行單位 國際處(由補助學生出國統計明細彙整)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除持續辦理教育部推動學生出國專案，如：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新南向－越

南見習計畫；並持續與海外姐妹校合作，推動雙方學生赴訪交流。 

具體

成果 

各項計畫參與人數如下： 

項目 人數 辦理單位 

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0 國際處 

廈門大學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 
2 國際處 

韓國中央大學冬令計畫 6 國際處 

美國羅德島大學暑期研習營 13 國際處 

美國詹姆斯麥迪遜大學暑期研習營 11 國際處 

馬來西亞登嘉樓大學暑期研習營 18 國際處 

韓國海洋大學國際夏日學校 3 國際處 

韓國中央大學夏日計畫 1 國際處 

馬來西亞芙蓉中華中學志工團 4 國際處 

哈爾濱工程大學 

第六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北國文化之旅 
5 國際處 

華德福小學境外觀摩研習 1 教學中心 

中國海洋大學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營 
19 課指組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14 課指組 

泰國國際志工服務隊 1 課指組 

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活動 17 體育室 

上海海洋大學 

第一屆「海洋盃」海峽兩岸翻譯大賽啟事 
2 應英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41 養殖系 

文創工作坊 10 文創系 

海外實習 29 實就組 

總計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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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33 人 

執行單位 學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學生對國際社會擁有宏觀視野及責任感，履行世界公民與地球村成員義務，

促使學生具備國際關懷意願之實踐力，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 

具體

成果 

一、本校國際志工-敬拜讚美社於 107 年 7 月 26 日(四)8 月 3 日(五)前往緬甸臘戌

市滿膏榮村華僑學校進行海外志工服務，共有 14 位學生參與此活動，並圓滿

順利完成。 

二、2018 年赴中國海洋大學文化交流 Hi-young 參訪團，於 7 月 12 日(四)至 7 月

19 日(四)帶領團員共計 19 名前往中國青島參訪。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25 人 

執行單位 研發處(學海築夢系列) 

107

年 

執行

情形 

教育部 106、107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獎助赴國外實習學生共

計 25 名(106 年度計畫 3 名，107 年計畫 22 名)。 

具體

成果 

106 年度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獎助赴國外實習共計 3 名航管系學生；107 年

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獎助赴國外實習學生共計 22 名，養

殖系學生 10 名、食科系學生 6 名、機械系學生 2 名、航管系學生 4 名，實習地點

包括加拿大、韓國、馬來西亞、越南及汶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93 人 524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海外實習人數共 524 人。 

以商船、運輸、輪機、環漁、觀光海上實習為主。 

具體

成果 

系所名稱 
2-7 海外實習人數 

實習組填報 系所填報 審核後資料 

商船學系 148 126 148 

航運管理學系 9 8 9 

運輸科學系 65 65 65 

輪機工程學系 171 25 171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系) 0 0 0 

食品科學系 12 7 12 

水產養殖學系 15 15 15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0 0 0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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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 0 

海洋生物科技學系 - 0 0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43 41 43 

海洋環境資訊系 0 0 0 

地球科學研究所 0 0 0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0 0 0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 0 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4 4 4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0 0 0 

河海工程學系 30 30 30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 0 

海洋工程科技學系 - 0 0 

電機工程學系 0 0 0 

資訊工程學系 0 0 0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0 0 0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0 0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0 0 0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0 0 

教育研究所 0 0 0 

師資培育中心 0 - 0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0 0 0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0 0 0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27 2 27 

海洋法律研究所 0 0 0 

海洋法政學系 0 0 0 

總計 524 323 52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00 人 1277 人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已於 107 年 5 月 12 日、11 月 17 日共舉辦 2 次校園多益考試，並針對日間部

學士班學生每人補助 500 元報名費。 

學生英文畢業門檻認定程序：參加多益校園考試之學生成績，由教務處集體將結

果匯入教學務系統進行認定；自行參加校外英文檢定之學生，由學生將成績單上

傳至教學務系統後，經各系助教透過教學務系統認定，由應英所進行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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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07 年度參加多益校園考試之學生共 1277 人次。 

單位 
參加校園多益考試

人數 

學院彙整參加英文

檢定人數 
審核後資料 

海運暨 

管理學

院 

商船學系 55 105 105 

航運管理學系 71 149 149 

運輸科學系 69 110 110 

輪機工程學系 52 77 77 

海洋經營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6 11 11 

小計 253 452 452 

生命 

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59 239 239 

食品安全與風險

管理研究所 
1 0 1 

水產養殖學系 46 74 74 

生命科學暨生物

科技學系 
19 40 40 

海洋生物科技學

士學位學程 
1 1 1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

士學位學程 
0 0 0 

小計 126 354 355 

海洋 

科學 

與資源 

學院 

環境生物與漁業

科學系 
23 30 30 

海洋環境資訊系 17 35 35 

地球科學研究所 1 0 1 

海洋事務與資源

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環境化學與

生態研究所 
0 0 0 

海洋資源與環境

變遷博士學位學

程 

1 0 1 

小計 42 65 67 

工學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42 83 83 

系統工程暨造船

學系 
32 42 42 

河海工程學系 53 45 53 

材料工程研究所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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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科技博

士學位學程 
1 1 1 

海洋工程科技學

系 
- 6 6 

小計 129 179 187 

電機資

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57 32 57 

資訊工程學系 46 15 46 

通訊與導航工程

學系 
29 51 51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4 4 

光電與材料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學

系) 

12 7 12 

小計 144 109 170 

人文社

會科學

院 

應用經濟研究所 6 5 6 

教育研究所 0 1 1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4 0 4 

海洋文創設計產

業學士學位學程 
1 3 3 

海洋觀光管理學

系 
13 13 13 

小計 24 22 27 

海洋法

律與政

策學院 

海洋法律研究所 4 1 4 

海洋法政學士學

位學程 
11 15 15 

小計 15 16 19 

合計 733 1197 127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50 人 848 人次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已於 107 年 5 月 12 日、11 月 17 日共舉辦 2 次校園多益考試，並針對日間部

學士班學生每人補助 500 元報名費。 

學生英文畢業門檻認定程序：參加多益校園考試之學生成績，由教務處集體將結

果匯入教學務系統進行認定；自行參加校外英文檢定之學生，由學生將成績單上

傳至教學務系統後，經各系助教透過教學務系統認定，由應英所進行初審。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通過多益校園考試之學生共 848 人次。 

單位 
通過校園多益考試

人數 

學院彙整通過英文

檢定人數 
審核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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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

暨管

理學

院 

商船學系 35 80 80 

航運管理學系 51 103 103 

運輸科學系 41 83 83 

輪機工程學系 19 27 27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 
4 10 10 

小計 150 303 303 

生命

科學

院 

食品科學系 38 228 228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

理研究所 
1 0 1 

水產養殖學系 16 36 36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

技學系 
11 20 20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 
1 1 1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

學位學程 
0 0 0 

小計 67 285 286 

海洋

科學

與資

源學

院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

學系 
14 16 16 

海洋環境資訊系 7 13 13 

地球科學研究所 1 0 1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

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

態研究所 
0 0 0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

遷博士學位學程 
1 0 1 

小計 23 29 31 

工學

院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 
22 50 50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

系 
19 26 26 

河海工程學系 25 23 25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1 1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

學位學程 
0 0 0 

海洋工程科技學系 - 4 4 

小計 66 10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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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

資訊

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17 26 26 

資訊工程學系 29 9 29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

系 
15 27 27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2 2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

士學位學程(學系) 
7 6 7 

小計 68 70 91 

人文

社會

科學

院 

應用經濟研究所 1 3 3 

教育研究所 0 1 1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3 0 3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

學士學位學程 
0 3 3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10 10 10 

小計 4 17 20 

海洋

法律

與政

策學

院 

海洋法律研究所 3 0 3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

學程 
7 8 8 

小計 20 8 11 

合計 398 816 848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 門 89 門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含師培中心)資料)(若為課程中安排

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各系所實習課程數共 89 門。 

具體

成果 

系所名稱 

3-1 實習課程數 

實習組填報 系所填報 審核後資料 

商船學系 9 5 9 

航運管理學系 4 3 4 

運輸科學系 2 2 2 

輪機工程學系 9 3 9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系)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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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系 3 2 3 

水產養殖學系 1 1 1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1 3 3 

海洋生物研究所 2 0 2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2 1 2 

海洋生物科技學系 - 0 0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3 3 3 

海洋環境資訊系 3 2 3 

地球科學研究所 2 4 4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3 0 3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 0 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 2 2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4 4 4 

河海工程學系 4 1 4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0 0 

海洋工程科技學系 - 0 0 

電機工程學系 4 1 4 

資訊工程學系 1 3 3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0 3 3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0 0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0 0 0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0 0 

教育研究所 0 0 0 

師資培育中心 0 12 12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0 0 0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1 1 1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5 4 5 

海洋法律研究所 1 0 1 

海洋法政學系 0 2 2 

總計 65 62 8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50 人 1103 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含師培中心)資料)(若為課程中安排

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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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校外實習人數共 1103 人。  

其中以海運學院為主，共 611 名學生至校外實習。 

具體

成果 

系所名稱 

3-2 校外實習人數 

實習組填報 系所填報 審核後資料 

商船學系 228 233 233 

航運管理學系 61 47 61 

運輸科學系 117 103 117 

輪機工程學系 171 200 200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系) 0 0 0 

食品科學系 44 43 44 

水產養殖學系 74 68 74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29 30 30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0 0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3 3 

海洋生物科技學系 - 0 0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52 46 52 

海洋環境資訊系 1 16 16 

地球科學研究所 1 0 1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0 21 21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 0 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 9 9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20 26 26 

河海工程學系 45 17 45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2 2 

海洋工程科技學系 - 0 0 

電機工程學系 0 2 2 

資訊工程學系 5 7 7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0 12 12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0 0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0 0 0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0 0 

教育研究所 14 0 14 

師資培育中心 0 63 63 

海洋文化研究所 1 0 1 

應用英語研究所 2 0 2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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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41 11 41 

海洋法律研究所 1 0 1 

海洋法政學系 0 23 23 

總計 918 985 110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5 家 190 家 

執行單位 教務處(待系所填報完成後，審核彙整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各系所學生實習單位共 190 家。 

具體

成果 

系所名稱 

3-3 產業結盟數 

實習組填報 系所填報 審核後資料 

商船學系 13 18 18 

航運管理學系 14 3 14 

運輸科學系 15 15 15 

輪機工程學系 13 1 13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系) 0 0 0 

食品科學系 8 8 8 

水產養殖學系 32 32 32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2 2 2 

海洋生物研究所 0 7 7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0 0 0 

海洋生物科技學系 - 0 0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2 2 2 

海洋環境資訊系 6 7 7 

地球科學研究所 4 1 4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0 0 0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0 0 0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 0 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3 8 8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5 4 5 

河海工程學系 14 4 14 

材料工程研究所 0 0 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7 7 7 

海洋工程科技學系 - 0 0 

電機工程學系 3 1 3 

資訊工程學系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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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3 4 4 

光電科學研究所 0 0 0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0 0 0 

應用經濟研究所 0 0 0 

教育研究所 2 0 2 

師資培育中心 0 - 0 

海洋文化研究所 0 0 0 

應用英語研究所 0 0 0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4 0 4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8 15 15 

海洋法律研究所 0 0 0 

海洋法政學系 1 5 5 

總計 160 145 19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5 門/1400 人 35門/1530人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為落實創業教育，開設「創意創新創業學程」作為師生投入場域解決社會問題的

基礎，持續更新與升級三創學程，引導更多師生投入社會實踐工程，使課程內容

豐富。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共計開設 35 門創業課程、總修課人數為 1,530 人，包括 106-02 及 107-01

學期開課數與修課人數分別為 18 門(765 人)、17 門(765 人)。 

課名 授課老師 
各學期修課人數 

106-2 107-1 

海洋科技導覽解說與實習 施彤煒 15 9 

數位漁村與社會實踐 周維萱 5 2 

創業育成實務 李健全 43 58 

創業與管理 呂芳堯 35 40 

創業與管理之實務應用 呂芳堯 18 45 

創意行銷企劃實務 曾聖文 42 35 

網路行銷暨物聯網應用 楊劍東 74 0 

智慧財產權實務 朱興華 66 60 

巨量資料分析與應用 莊宸銘 61 55 

企業家素養與創業精神 張勝鄉 27 0 

文創之美：茶文化與創新 黃耀文 91 67 

行動資訊創意開發 鍾耀梁 35 61 

文創設計與行銷 A 李奕璋 33 30 

文創設計與行銷 B 李奕璋 35 0 

專案管理實務 王星豪 2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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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 王星豪 44 64 

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全球) 鄭學淵 52  

地方文化產業與海洋節慶活動(人

格) 

曾聖文 
60  

臺灣海洋文化與觀光產業(人格)A 卞鳳奎  50 

臺灣海洋文化與觀光產業(人格)B 卞鳳奎  23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全球)A 曾聖文  62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全球)B 曾聖文  45 

開課數/修課人數 18/765 17/76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扎根計畫 

-6 場/120 人次 

扎根計畫 

-8 場/152 人 

執行單位 研發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執行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辦理校園創新創業模組課程。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辦理 8 場次創新創業講習課程，共計 152 人次學生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70 篇 490 篇 

執行單位 研發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目前經查 WOS 系統，本校 107 年教師期刊論文篇數 SCI 加 SSCI 共 446 篇，其

SCI 共 430 篇，SSCI 共 28 篇。 

經統計各系所論文篇數，TSSCI 計 5 篇、THCI 計 6 篇、EI 計 20 篇。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446 32 5 6 20 49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500 次 13,944 次 

執行單位 研發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2018 年本校教師 SCI 論文被引用累積次數共計 13,944 次 

具體

成果 

教師論文 2014 年累積被引用次數為 10,923 次，2015 年累積被引用次數為 11,925

次，2016 年累積被引用次數為 13,416 次，2017 年累積被引用次數為 13,912 次，

2018 年累積迄今被引用次數為 13,94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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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50 件/ 

7 億 6,000 萬元 

1,062 件/ 

8 億 3,446 萬元 

執行單位 研發處(請統一填報並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明細資料，由秘書室分

發給各系所篩選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研究計畫 1,062 件，共 834,464,189 元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科技部計畫 249 件共 3 億 7,076 萬 1,905 元。 

107 年度建教計畫 734 件共 3 億 4,726 萬 2,229 元。 

107 年度農委會計畫 79 件共 1 億 1,644 萬 55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件/ 

800 萬元 

15 件/ 

1,288 萬 9,100 元 

執行單位 研發處(請統一填報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本校教師申請專利並落實審查維持專利之品質，持續推廣教師研究成果技術

移轉。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為 15 件，107 年度技轉金額 1,288 萬 9,10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零成長 負成長 

執行單位 總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6 年用電為 20,616,200 度，107 年為 20,600,600 度，節約用電 15,600 度。 

具體

成果 

全年節省用電 1 萬 5,600 度(-0.0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900 萬元 
2,138 萬

2,528 元 

執行單位 總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實際執行利息收入為 2,138 萬 2,528 元整。 

具體

成果 

較預定增加 238 萬 2,528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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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3   

學生住宿使用率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5%住宿人數/可

供住宿床位數 

98.25%住宿人數

/可供住宿床位數 

執行單位 學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總床位數為 2,915 床，扣除特殊床位(含緊急用床和國際處保留之床位)，可提

供住宿床位為 2,850 床，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末，實際住宿學生 2,800 人，學生

住宿使用率為 98.25%。 

具體

成果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初即將可供住宿床位數遞補完畢，惟學期間因休、退學等因

素少數同學辦理退宿，並另遞補學生入住。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因實習、休學等

因素預計有 135 人退宿(男 86 人、女 49 人)，已於 108 年 1 月 2 日公告於 108 年 1

月 14 日起辦理遞補作業，截至 2 月 11 日止計有 107 位(男 58 人、女 49 人)同學申

請。 

 

主要關鍵績效

指標 5-4   

受贈收入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場/1 年(校友暨專案募款

活動)；目標捐款 NT$1,400

萬元/1 年(不含捐物) 

109 場/1 年(校友暨專案募款

活動)；目標捐款達 NT$4,962

萬 7,605 元/1 年(不含捐物) 

執行單位 秘書室 

107 

年 

執行

情形 

持續保持與海內外校友會的互動聯繫，由校友服務中心協助各校友會運作並規劃

舉辦校友活動。 

具體

成果 

107年1-12月舉辦及參與海內外校友會及系所友會服務活動共58場、校友企業拜會

及校友活動共30場、校友返校接待服務共21場，總計109場，具體佐證資料請參見

網址http://www.alumni.ntou.edu.tw/job_report.php。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500 萬元 1億455萬9,202元。 

執行單位 教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教務處教學中心、招生組、進修推廣組及實習暨就業輔導組積極爭取教育部等相

關計畫，從學校校務研究管理、弱勢學生輔導、創新創業人才培育、大學社會責

任、招生專業化、樂齡大學計畫及校園徵才就業輔導等，爭取擴展教學資源，以

改善學校教學環境，提供學生更完善的學習環境，培育優異的人才。 

具體

成果 

獲教育部與勞動部補助共計 9 個計畫案，經費總計 1 億 455 萬 9,202 元，分別如

下： 

1. 教育部補助 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計畫書」主冊計畫 7,915

萬 8,000 元 

2. 教育部補助 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計畫書」附冊-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深耕型（C 類）：三漁興旺-國際藍色經濟示範 1,000 萬元。 

3. 教育部補助 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提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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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 813 萬 2,000 元。 

4. 107 年大學校院協助各級學校推動戶外教育計畫 22 萬元。 

5. 教育部補助 107 學年度樂齡大學計畫 33 萬元。 

6. 教育部補助 107 年度「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400 萬元。 

7. 教育部補助 107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250 萬元。 

8.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107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

助計畫 19 萬 3,600 元。 

9. 教育部補助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僑生學業輔導計畫 2 萬 5,602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00 萬元 608 萬元 

執行單位 研發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對於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績效良好者；新聘教師，需

為國內第一次聘任者，經審查委員審議通過者，給與現職績優教師加給。 

具體

成果 

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608 萬 4,178 元整，挹注本校延攬及留住優秀

特殊人才經費，共 115 人獲得獎勵補助。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60萬元 

諮輔 4,064,098元 

生輔 2,750,640元 

課指 589,000元 

衛保 160,000元 

軍訓 252,400元 

總計 781萬 6,138元 

執行單位 學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一、諮輔組 

(一)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及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教育部補助共計

2,629,196 元整(業務費 806,600 元、人事費 1,620,000 元、資本門 147,000

元、雜支 41,196 元、交通費 14,400 元)。 

(二) 107 年度公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開創性別

新世界」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計畫(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213,247 元、學校提列配合款金額：159,000 元，共計 372,274 元整)。 

(三) 107 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為 1 萬 9,833 元(含

教育部補助款 17,833 元，學校配合款 2,000 元)。 

(四) 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備實施計

畫，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180,000 元(含教育部補助款 171,000 元，學校配

合款 9,000 元)。 

(五) 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教育部核定

計畫經費 148萬 8,392元(教育部補助 98萬 2,822元，學校配合款 50萬 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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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六)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學生事務工作計畫，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56,317 元(含教育部補助款 50,000 元，學校配合款 6,317 元）。 

二、生輔組 

(一) 107 學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

畫」新臺幣 15 萬元整。 

(二) 107 年度本校獲僑務委員會補助「僑生工讀金」新臺幣 20 萬 640 元整。 

(三) 107 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清寒僑生助學金」新臺幣 216 萬元整。 

(四) 107 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新臺幣 24 萬元整。 

三、課指組 

(一) 107 年 2 月申請教育部經費補助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二) 107 年 2 月申請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補助本校辦理教育優先區中

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三) 107 年 2 月申請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補助本校辦理教育優先區中

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四) 107 年 2 月申請財團法人金車文教基金會補助本校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五) 107 年 7 月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經費補助辦理青年團隊參與志願服務活

動計畫。 

(六) 107 年 7 月申請中國青年救國團經費補助本校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暑假

服務營隊活動。 

(七) 107 年 7 月申請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補助本校辦理教育優先區中

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八) 107 年 7 月申請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補助本校辦理教育優先區中

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九) 107 年 7 月申請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補助本校辦理教

育優先區中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十) 107 年 7 月申請財團法人台北市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補助本

校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十一)107年 7月至 8月申請教育部經費補助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暑假服務營

隊活動。 

(十二)107年 7月至 8月申請財團法人金車文教基金會補助本校辦理教育優先區

中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十三)107 年 7 月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經費補助辦理海外志工服務隊活動。 

四、衛保組 

本校申請「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新臺幣 16 萬元整，以「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活動」、「健康飲食及餐飲衛

生活動」、「菸害防制（含無菸校園）活動」及「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活動」

為主軸，藉由多元系列活動，提昇教職員工生對健康之認知並建立健康生活型態。 

五、軍訓室 

(一) 「107 年度僑生春節聯歡」，教育部專案 32,500 元，僑委會專案 1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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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7 年僑聯社僑生文食展」，教育部補助 20,000 元。 

(三) 「107 年僑聯社送舊晚會」，僑委會專案 13,500 元，教育部補助 45,000 元。 

(四) 「107 年僑聯社新生接待活動」，教育部補助 26,400 元。 

(五) 「107 年僑生新生入學輔導講習」，教育部補助 10,000 元。 

(六) 「107 年僑生新生迎新活動」，教育部補助 62,000 元。 

(七) 「107 年校長與僑生有約座談會」，教育部補助 11,000 元。 

(八) 「107 年僑生聯誼社團評鑑暨幹部經驗傳承」，教育部補助 15,000 元。 

具體

成果 

一、諮輔組 

(一)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及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1. 購買圖書、雜誌及文具等必要性耗材，並依資源教室及個別學生需求彈

性規劃使用。 

2.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之生活照顧、活動、課業學習等協助。 

3. 協助資源教室學生課業輔導，本年度共開課 28 班次，共計 1027 小時。 

4. 舉辦各類主題活動，戶外探索活動 1 場次、園藝治療親子紓壓工作坊 1

場次、人際與生涯探索團體 2 場次、其他輔導活動 4 場次。 

5. 資源教室期初期末會議與畢業生轉銜會議 5 場次、特教新生參訪暨系所

及資源說明會、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 1 場次、課業輔導審

查會議 7 場次、課業輔導檢討會議 2 場次、交通費審查會議 1 場次、校

園無障礙環境會議 2 場次。 

6. 提供 3 位輔導人員研習差旅費，以增進其專業知能。 

7. 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共計 4 場次，以提昇教職員生對特殊教育的了解與同

理。 

8. 協同系所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之生活照顧、活動、課業學習等協助、舉辦

各類主題活動。 

9. 資源教室協同系所不定期召開個案研討會及經費使用狀況等會議。 

(二) 「開創性別新世界」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計畫： 

1. 大一新生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觀念心理衛生宣導 

開學至期中考期間針對全校大一新生，共 27 班逐班入班宣導，邀請校

外專業講師，進行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觀念心理衛生宣導。參與大

一新生共計 1,377 位，出席率達 98.36%，滿意度達 82.17%，使學生了

解多元性別、如何與異性相處、尊重自己與他人身體的自主權…等，使

學生對於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 

2. 輔導志工校外機構參訪暨性別平等宣導 

本校諮輔小太陽採輪班制，計畫執行期間共計治基隆市文化中心擔任說

故事志工 5 次，每次至少有 10 位小太陽志工參與服務；並至桃園育德

兒童之家進行志工服務，透過性別平等相關繪本，以活潑生動且深入淺

出的說故事方式，將尊重多元性別及反性別歧視等相關觀念，傳達給參

與的社區及機構小朋友與家長，進而學習尊重不同族群之文化。 

3. 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主題工作坊及電影座談會 

共計辦理 2 場次主題工作坊、1 場次專題講座，澄清有關性騷擾/性侵害

之迷思，並使學生認識多元性別，反對性別歧視相關用詞。幫助學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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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校園中之權力階級差異，藉此自我反思，了解自身之優/劣勢，進而學

習尊重不同族群之文化。活動滿意度皆達 8 程以上。 

4. 性別議題暨人際關係議題諮商輔導 

活動時間：4 月-11 月 

內容：本校有 7 位兼任輔導老師(6 位諮商心理師及 1 位臨床心理師)，

定時至本校提供心理諮詢及諮商服務，並視學生需求與意願轉介心理與

其他必要資源(系教官、宿舍輔導老師、導師…等)。計畫執行期間共計

有 1,412 人次，以性別議題際人際關係為主題之諮商服務。 

5. 教職員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辦理 1 場次教職員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參與人員共計 50 人。邀請國內

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處理專家，澄清有關性騷擾/性侵害之迷思

與真實案例剖析宣導。使教職員工認識多元性別，反對性別歧視相關案

例，幫助教職員工認知校園中之權力階級差異，了解自身之優/劣勢，進

而學習尊重不同族群之文化。 

6. 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研討會 

邀請經國管理學院隋杜卿秘書簡介校園性平事件的處理流程及調查工

作、協助校園心理輔導專業人員了解於校園性平事件中系統合作的角色

與定位；邀請中央大學謝秀貞心理師分享校園性平事件行為人非自願個

案諮商輔導技巧，透過研討會的交流與互動，促進各大學校際間學校心

理輔導專業人員對於校園性平事件行為人處遇的交流與經驗分享，對於

諮商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瓶頸，提供更多的思考與因應之道。共計 80

人參加，滿意度達 9 成。 

7. 網路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推廣 

每月定期更新心靈月刊至本校性平專區網頁、諮輔組網頁、海大臉書…

等，並將最新活動成果及宣導單張，公告於相關網頁。 

(三) 107 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 

1. 製作自殺防治宣導文宣 

宣導文宣中介紹說明相關自殺徵兆之辨識及因應策略，於相關活動配合

發放，提升宣導效益。 

2. 教職員自殺防治宣導 

活動與導師座談會結合辦理，增進導師及相關輔導人員對自殺行為之了

解，破解自殺行為之迷思，並加強危機處理暨資源轉介技巧，以落實自

殺防治守門人之精神，共計 145 人次參與，滿意度 95%。 

3. 學生守門人培訓講座：「成為別人生命中的天使與貴人」 

有鑑於宿舍樓長與宿舍幹部常為第一時間接觸學生者，活動結合宿舍幹

部訓練課程，除透過心理師經驗分享增進宿舍幹部對自殺行為之了解

外，並進行小組演練與討論，增進宿舍幹部危機處理技巧、關懷談話技

巧與資源轉介知能，以發揮輔導種子功能，共計 29 人次，滿意度 93.0%。 

4. 個案研討會 

為提升本校輔導人員危機個案處遇及系統合作相關知能，辦理 2 場次個

案研討會，會中檢視本校自我傷害危機處置標準化作業流程，並進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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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討，共計 10 人次參與，滿意度 100%。 

5. 學生宣導講座：「別讓失控情緒擋住幸福道路」自殺防治暨情緒調適主

題講座 

邀請心理師透過短片討論、經驗分享、自我檢視小測驗等，解析自殺行

為，並破除自殺行為迷思，共計 60 人次參與，滿意度 87%。 

(四) 107 年度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備實施計畫，將於 108 年完成： 

計畫期程為核定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依據教育部補助學校學生輔導

工作場所場地及所需設備，特申請主要增設項目：諮商 E 化系統(含系統建

置與後續檢核)，協助提升諮商效能及促進工作效率。 

(五) 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1. 107 年度向教育部申請補助聘任 2 位專任輔導人員、2 位兼任輔導人員，

以利推動學生輔導事項，包含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之

三級輔導。 

2. 個別諮商:專兼任輔導人員 107 年度個別諮商服務時數共 439 小時。 

3. 悲傷輔導：因應校園危機事件發生，107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17 日各

辦理一場悲傷輔導講座，共 43 人參與。 

4. 新生高關懷:諮商輔導組心理師依照測驗分數篩檢疑似高關懷學生名

單，針對 143 位疑似高關懷新生進行首次電話關懷。自 107 年 10 月 12

日起已聯絡 106 名疑似高關懷學生，持續追蹤 37 名，適應良好可結案

為 96 名，適應不佳排入諮商 9 名。 

5. 主題諮輔週：為促進本校學生心理健康、校園生活適應及適性發展，針

對全校學生辦理諮輔週系列活動，透過各種心理衛生相關講座及工作坊

之推廣，增進全校學生心理健康知能。106(2)學期「生涯」諮輔週共辦

理 2 場講座場、1 場工作坊，共計 130 人次參與，滿意度 97.7%。107(1)

學期「愛情＆生涯」諮輔週共辦理 3 場講座、1 場工作坊，共計 108 人

次參與，滿意度 99.5%。 

6. 性別平等業務：統整學校相關單位資源，擬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劃並

推動，106(2)、107(1)學期共召開 6 次性平會；處理性平案件行政事宜。 

7. 網路沉迷防制：為鼓勵同學善用網路、上網不上癮，共辦理「網路沉迷

防制」入班宣導 4 場，共 109 人次參與，滿意度 89.6%。 

(六)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學生事務工作計畫-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1. 活動時間為 107 年 5 月 11 日。 

2. 邀請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姚淑文主任、聯合心理諮商所許曼君心理

師及本校蘇健民導師分享有關情感教育及班級經營實務。藉由專家學者

及績優導師的實務經驗分享，獲得寶貴的輔導經驗及增進其問題的解決

策略，同時了解輔導學生要訣及各項可運用資源，提升學務工作之績

效。共計 90 人次參與，滿意度為 98%。 

二、生輔組 

(一) 107 學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

畫」，於新生入學週辦理大一新生品格知能問卷調查，計回收 1243 份問卷，

並於大一新鮮人護照中加入「海 Young 生活守則」宣導內容。另舉辦 3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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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品格實踐─品德教育系列講座」，從校內落實典範學習，將品德教育

落實於生活各層面，推動品德教育縱向發展。另結合基隆地區夥伴學校（國

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

業職業學校、基隆市成功國中、基隆市東信國小、基隆市八斗國小、基隆

市和平國小等 7 所學校）共同舉辦「基隆特教品德知能趣味競賽」，整合各

校資源，擴展綜效力量，以達品德教育深耕目的。 

(二) 107 年度本校獲僑務委員會補助「僑生工讀金」，補助名額為 8 名，每月核

給扶助金新臺幣 2,090 元整，共計補助新臺幣 20 萬 640 元整。 

(三) 107 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清寒僑生助學金」共計新臺幣 216 萬元整，

補助人數及金額如下表所示。 

學期 補助人數 補助金額 補助期間/方式 

106-2 60 1,356,000 

107年1-8月(14位應屆畢業生

補助至 6 月)/每人每月核給新

臺幣 3,000 元整 

107-1 67 804,000 
107 年 9-12 月/每人每月核給

新臺幣 3,000 元整 

總補助人次(人) 127 

總補助金額(元) 2,160 ,000 

(四) 107 年度本校獲教育部補助「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每學期補助名額為

2 名，共計補助新臺幣 24 萬元整。 

三、課指組 

(一) 107 年 2 月教育部部分經費補助新臺幣 11 萬 5,000 元整辦理教育優先區中

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二) 107年 2月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經費補助新臺幣 7,000元辦理教育

優先區中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三) 107年 2月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經費補助新臺幣 7,000元辦理教育

優先區中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四) 107 年 2 月財團法人金車文教基金會補助新臺幣 10 萬元整辦理教育優先區

中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五) 107年 7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部分經費補助新臺幣 1萬 5,000元整辦理青年

團隊參與志願服務活動計畫。 

(六) 107 年 7 月中國青年救國團經費補助新臺幣 3 萬元整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

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七) 107 年 7 月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經費補助新臺幣 1 萬元整辦理教

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八) 107 年 7 月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經費補助新臺幣 1 萬元整辦理教

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服務營隊活動。 

(九) 107 年 7 月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經費補助新臺幣 1 萬

元整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十) 107年 7月財團法人台北市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補助新臺幣 1

萬元整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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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07年 7月至 8月教育部部分經費補助新臺幣 7萬元整辦理教育優先區中

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十二)107 年 7 月至 8 月財團法人金車文教基金會經費補助新臺幣 8 萬 5,000 元

整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十三)107 年 7 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部分經費補助新臺幣 12 萬元整辦理海外志

工服務隊活動。 

四、衛保組 

(一) 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活動 

1. 「健康減重講座」活動(1 場)：教導健康減重概念、肥胖指標及健康飲

食觀念，共 173 人參加。 

2. 「健康減重班及活力體適能活動」(7 場)：參賽同學 167 人，總計體重

減輕 416.7 公斤(體重平均降低 2.5 公斤)、腰圍減少共 918 公分（腰圍平

均減少 5.49 公分）。 

(二) 健康飲食及餐飲衛生活動 

1. 辦理「餐飲從業人員講習」(4 場)以提升本校餐飲從業人員餐飲衛生知

能，參加人數總計 80 人。 

2. 餐飲場所衛生稽查：本校餐廳餐飲場所稽查計 508 家次，輔導改善 52

家次。 

3. 餐具衛生檢查：本校餐廳餐具檢驗共計抽檢 698 件檢體，檢查澱粉、脂

肪及清潔劑殘留等計 1,425 項次，輔導改善 2 家次。 

(三) 菸害防制活動 

1. 「愛自己．無菸 SMART」菸害防制有獎徵答活動（1 場）：該活動透過

填寫有獎徵答問卷方式，讓學生知道菸品危害及建立菸害防制知能，活

動共 463 人參加。 

2. 「戒菸健康班」（5 場次/1 班）：由吸菸學生搭配 1-2 名非吸菸同學(健康

守護天使)組隊報名，同學間相互支持及鼓勵戒除菸癮。活動共有 24 人

報名參加（含 14 名吸菸學生及 10 名健康守護天使），安排 5 場次課程

活動，計 79 人次參加。吸菸學生「吸菸量減量」及「一氧化碳檢測值

下降」，活動成效顯著。 

3. 「拒菸小天使-愛校撿菸蒂活動」（1 場）：結合服務學習學生，組成拒菸

小天使團隊進行愛校園撿菸蒂，共 36 人參加。 

4. 「寶可夢小學」兒童一日營隊活動（1 場）：結合學生社團海展隊假基隆

市正濱國小辦理營隊活動，透過分組及團體趣味活動設計融入菸品危

害，讓小學生了解並拒絕菸品及電子菸的危害，共有 55 人參加宣導活

動。 

5. 大手牽小手-健康促進兒童營隊活動（1 場）：結合本校學生社團-社會服

務團假宜蘭縣南山國小辦理營隊活動，共有 29 人參加宣導活動。 

6. 愛地球-大武崙沙灘拒菸淨灘活動（1 場）：結合本校學生社團-海展隊及

學生志工假基隆外木山大武崙沙灘辦理淨灘活動，去除沙灘上的菸蒂、

菸盒及垃圾，讓美麗的沙灘回復它原有乾淨、美麗的樣貌，此活動計有

20 名學生志工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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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活動 

1. 「大學避修課」愛滋防制宣導活動（3 場）：以講座方式提供學員正確愛

滋病防制及性教育知能，計 184 人參加。 

2. 「健康愛」愛滋防制有獎徵答（1 場）：該活動透過填寫有獎徵答問卷方

式，讓學生了解及建立正確愛滋病防制知能，並提供可諮詢輔導資源管

道等訊息，共 463 人參加。 

3. 帶動中小學活動-愛滋防制健康促進宣導活動（1 場）：結合基隆市中正

區衛生所及基隆市正濱國小合作辦理，透過講座互動及問答方式宣導愛

滋病防制觀念，計 81 名師生參加。 

4. 「健康同學會 part1」宣導活動(1 場)：與基隆市中正區衛生所、本校國

際事務處、河工系及學生社團-海鷗救護社合作，進行愛滋病防制宣導，

參與學生認真聽講、反應熱烈，共計有 85 人參與。 

5. 愛滋病匿名篩檢：與基隆長庚醫院合作舉辦篩檢活動，檢查報告由受檢

者自行依檢體編號查詢，受檢人數為 300 人。 

6. 愛滋病具名篩檢：與基隆市衛生局及中正區衛生所合作辦理，採具名、

知情同意並簽同意書後施行檢查，受檢人數為 1,070 人，由基隆市衛生

局通知檢查報告異常者本人。 

(五) 健康促進活動 

1. 「健康體適能講座」(2 場)：提昇教職員工生健康運動之知能與技巧，

藉由專業的運動保健師講解及示範，2 場次共有 132 名師生及社區民眾

參與。 

2. 「寒冬送暖，熱血捲袖」捐血活動(1 場)：活動 2 日共 163 人捐血成功，

募集 211 袋血（總血量 52,750cc）。 

3. 「別讓失控情緒擋住幸福道路」情緒調適暨自殺防制講座(1 場)：為提

昇師生壓力調適與自殺防制之知能，該活動共有師生 65 人參與。 

4. 「八斗咕咾厝義診站」社區健康促進活動(1 場)：結合八斗子社區居民

辦理健康促進義診站活動，總計 45 人參與活動。 

5. 「健康同學會 part2」宣導活動(1 場)：與基隆市中正區衛生所及學生社

團海鷗救護社合作，為傳染病肺結核防制宣導，參與學生計 22 人參與。 

五、軍訓室 

(一) 107 年 3 月 10 日辦理「僑生春節聯歡活動」，計 159 員參加。 

(二) 107 年 3 月 22、23 日辦理「僑生週文食展活動」，計 600 人次參加。 

(三) 107 年 6 月 1 日辦理「僑聯社送舊晚會」，計 168 員參加。 

(四) 107 年 9 月 1 日辦理「僑聯社新生接待活動」，計 20 員參加。 

(五) 107 年 9 月 28 日辦理「僑生新生入學輔導講習」，計 75 員參加。 

(六) 107 年 9 月 22、23 日辦理「僑生新生迎新活動」，計 129 員參加。 

(七) 107 年 12 月 5 日辦理「校長與僑生有約座談會」，計 115 員參加。 

(八) 107 年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14 日辦理「僑生聯誼社團評鑑暨幹部經驗傳承」，

計 38 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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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0 萬元 203萬 4,000元 

執行單位 總務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教育部-辦理「107 年度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 

(1) 第 1 階段補助經費 7 萬 2,000 元。 

(2) 第 2 階段補助經費 187 萬 2,000 元。 

2. 教育部-辦理「107 年一般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補助經費 9 萬元。 

具體

成果 

1. 透過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劃，規劃本校工學院校區『雨水網』系統建置，以「雨

水回收、回滲、再利用」為主軸，改造後設置(1)沖廁系統區、(2)澆灌與互動區

等建構完整『雨水網』系統。 

2. 持續辦理「海大雨水公園暨龍崗生態園區」環境教育教學推廣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萬元 1,000 萬元, 

執行單位 圖資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一、107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獲 1,000 萬元。 

107.12.27 提出申請，108.1.8 來文同意核定開始執行。 

二、「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7 年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獲 7,500 元。 

107.8.8 提出申請，9.27 通過；10.15~11.15 推出活動，11.30 繳交成果報告。 

具體

成果 

一、107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 

 (一) 持續使用校園骨幹數據專線 

    為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使用所需，採購相關電子期刊。連接臺灣學術網路

(TANet)。提供教職員生高品質的連線服務，可分享各大專院校資源並與全

世界連接，與電信公司承租 2 條 1Gbps(共計 2Gbps)校園骨幹數據專線供師

生學術用途使用。本校平日最高使用量約為 1.4Gbps，假日最高使用量約為

600Mbps，平均使 用量約為 460Mbps，其目前承租數據專線容量(2Gbps)可

完全滿足全校需求。 

 (二) 持續維護圖書館中央空調清潔保養 

    在「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實施後，圖書館將是首波列管對象，室內環境品

質的要求將更為嚴苛。透過冷氣維修清洗及保養，讓原有空調設備發揮更佳

作用，促使節能和良好空氣品質，提供學生優質的閱讀環境。 

 (三) 持續維護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1. 維修時間縮短/維修品質提昇  

學校圖書館與原系統軟體廠商簽定正式之產品維護合約，在維護合約執行

的期間中如有遇到系統任何狀況，有廠商可立即維護和處理，遇到問題，

不用自己浪費時間來捉模，讓專業的系統廠商處理，可減少維修時間並可

避免維護時出錯可能性。 

   2. 資訊風險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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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前資訊系統相關標準、規範和環境不斷改變，維護委外除了人力委外

之外，重要的是，在必要的時刻有"人"可以出面為你解決難題，讓系統持

續營運，以免造成學校不必要的損失。  

    3. 提昇運作效益  

電腦是一個進步快速的高科技產業，沒幾個月新產品就出來了，更新速度

太快，一旦出了狀況再來搶救資料，大多不是凶多吉少，就是救援所需要

的花費，會蠻可觀的。與其出了問題再來呼天叫地，不如平日就做好維護

的工作。包含系統定期保養。 

 (四) 電子期刊、資源探索服務系統及資料庫 

    1. 資源探索服務為一個提供整合查詢之租賃型系統，將本校所訂購之資源

如：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館藏資料系統、機構典藏、網路開放存

取資源等整合於單一檢索介面，提供使用者尋找資料的便利性。 

    2. Web of Scienc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是科睿唯安出版社

為研究人員、決策者、學校師生所建立之引文索引資料庫。收錄全球權威

且跨學科領域萬餘種期刊資源。憑藉引文檢索機制的交叉檢索功能，整合

學術期刊、學術分析與評價工具、及其它學術資訊資源，提供自然科學、

工程技術、多項領域學術資訊。快速提供研究人員瞭解前人之研究軌跡，

並清楚同儕或競爭對手最新之研究動態。 

    3.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協助建立與維護個人書目資料庫，可依指定之常用

期刊投稿格式，快速產生參考文獻清單，供師生彙整研究書目及論文撰寫

之用。 

    4. 為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使用所需，購置 Science Direct online 等西文電子

期刊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使用。為使經費有效利用，購置適合全校師生教

學研究所需之電子期刊資料庫。使用時除可於校園任何地方連線使用外，

在校園外亦可透過認證本校帳密方式使用，有助師生研究學習。 

二、「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7 年教育訓練經費補助」 

 (一) 「與 e 同行，咖啡隨行」擺攤吸引讀者參加活動，認識電子書 

圖書館把握此次機會介紹圖書館訂購的電子書，並前往圖書館 1 樓擺攤，

吸引許多讀者前來體驗電子書，增加讀者對於電子書的認識，並了解透過

行動載具（手機、平板電腦）閱讀電子書，可將幾萬冊的書籍隨身攜帶閱

讀。許多讀者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對於電子書及雜誌種類的豐富多元性

給予佳評。舉辦「與 e 同行，咖啡隨行」活動（讀者借閱電子書，可兌換

咖啡兌換券），除了讓讀者熟悉電子書借閱流程外，對於閱讀電子書更增

添一層樂趣。共計 300 位同學參與。 

 (二) 「e 寫心得就抽好禮」鼓勵讀者多閱讀電子書 

此次透過「與 e 同行，咖啡隨行」擺攤活動，一併推廣「e 寫心得就抽好

禮」鼓勵讀者閱讀電子書後至活動網站上分享閱讀心得。網站中展示讀者

挑選的電子書（含連結）和閱讀心得，其他讀者可透過連結進一步點選該

電子書進行閱讀。從閱讀心得回饋中，可看出讀者挑選的電子書豐富多

樣，包括生活小常識、人生思考及規劃、語言學習、亦或是旅遊介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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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皆能從閱讀獲得知識和樂趣。希望藉此活動拋磚引玉，讓更多讀者對

於電子書閱讀產生興趣。共計 36 位同學參與。 

 (三) HyRead eBook 電子書攻略 

此講座讓讀者更加了解 HyRead eBook 平台的相關功能，包括最基本的借

閱方式、於行動載具上如何閱讀、下載電子書 APP 後如何登入......等。許

多讀者皆是第一次接觸圖書館所購買的電子書，透過此講座可達到宣傳電

子書的效果，推廣電子書的相關新知，讓閱讀電子書不再陌生，貼近讀者

的閱讀生活。未來圖書館將持續舉辦電子書講座，期能提升電子書之普及

和使用率，讓讀者隨時隨地享受閱讀。說明會共計 12 人報名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萬元 1,543 萬 3,387 元 

執行單位 國際處 

107

年 

執行

情形 

1.106 學年度本校以「國際海洋產業之現況與發展」通過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際體

驗學習計畫審核，核定補助新臺幣 70 萬 3,387 元整。 

2.107 學年度本校獲教育部新南向培英專案補助，招收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大學講師

至本校修讀博士學位，共核定補助人數 6名均滿額申請，每名每月新臺幣 2萬 5,000

元整，共 180 萬元整。 

3. 107 年度獲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經費計 883 萬元整，個別學校申請項目 261

萬元、設立東協與南亞主要國家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 600 萬及學術型

領域聯盟-農業 22 萬 

4. 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學術型領域聯盟(農業領域)-田野調查，核定補

助 50 萬元整。 

5. 教育部補助 107 年度新南向計畫經貿產學中心之「田野調查及研究計畫」，核

定補助 360 萬元整。 

具體

成果 

1. 該計畫計補助 45 名同學赴亞洲各地進行企業參訪、研究室研習或實地考察，

相關系所及赴外地點分配如下： 

赴外 

地點 

系所 

日本 韓國 
澳大

利亞 

菲律

賓 
印尼 越南 泰國 

新加

坡、 

馬來

西亞 

合計 

航管系 - - 1 7 2 - - - 10 

運輸系 - 4 1 - - - - - 5 

食科系 - - 1 - - - - 4 5 

養殖系 - 2 - - - 4 - - 6 

生科系 4 - - - - - - - 4 

環漁系 - - - - - - 2 4 6 

海洋系 4 - - - - - - - 4 

法政系 - - - - - - - 3 3 

教研所 - 1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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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 - - - 1 - - - - 1 

合計 8 7 3 8 2 4 2 11 45 

2. 本校於 106 學年度共錄取 3 名，印尼斯里維加大學(Sriwijaya University)1 名至

本校航管系就讀；菲律賓依莎貝拉州立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2 名至本校

養殖系就讀；107 學年度共錄取 3 名，越南 1 名至本校養殖系就、菲律賓 1 名

至電機系、印尼 1 名至資工系就讀；共計有 6 名學生在校就。 

3. 

(1) 個別學校申請項目:  

A. 學校拓點開班行銷:本校獲教育部於菲律賓招生拓點之補助，於 107 學年菲

律賓籍新生計有 3 名，分別於地球科學研究所、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及環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就讀。  

B. 假日學校:辦理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 3 場次假日學校，共計 87 名師生

參與。 

C. 特別領域別見實習計畫:商管及社會科學 7 名、工程 6 名及農業 12 名，共

計 25 名，分別前往馬來西亞登佳樓大學及菲律賓維薩亞斯大學進行領域別

之計畫。 

(2) 主要國家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 

A. 於 107 年 8 月下旬完成越南產學資源中心網站建置，網址為

https://www.vtorc-eiac.com/。 

B. 於 107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由張清風校長率領本校 9 名師長及國際處

新南向計畫助理 2 名至越南農業大學、越南海事大學及肯特大學辦理學生

招生、合作交流及參與學術研討會並至駐胡志明代表處洽談合作交流事宜。 

C. 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完成赴越南辦理「2018 新南向臺越聯合就業博覽會」，

參與廠商共計 38 家，參與人數 400 位，廠商名單如下表。 

No Company 

1 沛華越南國際物流責任有限公司 STAR CONCORD VIET NAM 

2 長榮越南公司 Evergreen Shipping Agency Vietnam Co., LTD 

3 好好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YangMing Logistics Corp. 

4 
超捷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胡志明分公司 

 Oriental Logistics Distribution.Co Ltd. 

5 越南富邦人壽責任有限公司 Fubon Life Vietnam 

6 今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hinli Plastic Industrial Co. Ltd 

7 Hong Huy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8 中菲行國際物流集團合作 Dimerco Vietfracht (JV) Co., LTD 

9 昱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ITI Group / ITI LOGISTICS (VIETNAM) CO.,LTD   

10 
Cong ty TNHH Hoan Cau, Cong Ty TNHH Sai Gon Technology Glass, Sai Gon 

International Co., Ltd, ChenYung Memorial Foundation 

11 BEAR TEA (茶飲複合式餐廳) 

12 Queen Box (化妝品) 

13 VIPT Job (Vietnam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 

 
首創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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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KUP (化妝品) 

15 Cong Ty TNHH CIGI International 

16 BQ Gift  群豐國際有限公司 

17 For More Maker Space 福爾摩沙雲創基地 

18 Taiwan Diary - Nhật ký du học sinh 

19 KIDOBUY 國際商城  

20 Far Eastern New Apparel (Viet Nam) Ltd. 

21 Shang-Yang International Co.,Ltd. 

22 Yee Chain International Co., Ltd 

23 M-Trade 

24 
麗興責任有限公司 Hon Mon Enterprise Co., Ltd (Le Hung Mega Red 

Company Limited Vietnam)  

25 
Orange Smart Home, Lobelia Beauty ( Công ty TNHH Thương Mại Dịch Vụ 

Lobelia Quốc Tế ) 

26 慶璉集團(越南廠)Qing Lian Group 

27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國立嘉義大學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2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29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stitute (IEC) 

30 YCH PROTRADE Company Limited 

31 KONOIKE VINATRANS LOGISTICS Co., Ltd 

32 VOIS Vietnam Pty Ltd 

33 Cardiff Metropolitant University  

34 Wall Street English  

35 Taiwan Education Center in Ho Chi Minh City 

36 The Maritime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Center  (UT-STC) 

37 Now.vn  

38 APPAREL FAR EASTERN (VIET NAM) LTD. 

D. 於 107 年 12 月 7 日辦理「臺越養殖生物疫苗與免疫研討會(Taiwan-Vietnam 

Workshop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Vaccines and Immune Stimulant)」。 

E. 辦理 1 月 13 日至 1 月 26 日學生赴越南見習活動，計 32 位學生參與，前往

越南農業大學、越南海事大學、肯特大學、順化農林大學。 

(3) 學術型領域聯盟-農業:  

赴境外辦理教師工作坊:共計 4 名本校教師及 5 位盟校教師參與，前往越南胡

志交通大學、肯特大學、海事大學及農業大學，進行拜訪及招生事宜。 

(4) 學術型領域聯盟(農業領域)-田野調查: 

由本校海生所陳天任教授與馬來西亞沙巴大學陳俊安教授共同進行「龜山島周

圍海域沉澱物中線蟲群落機構之探討」，為期在臺 3 個月補助研究案。 

(5) 新南向計畫經貿產學中心之「田野調查及研究計畫」： 

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至 108 年 1 月 31 日辦理 106 年度「越南」「區域經貿文化

及產學資源」之田野調查及研究計畫結案事宜，上述計畫補助金額計新臺幣

360 萬元，各校執行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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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校 申請案數 
註銷或未執行案

數 

實際執

行案數 
補助金額 已繳回金額 

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 
3 0 3 $360,000 $0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4 0 4 

$360,000 

$0 

其中一案經

費由緬甸區

域經貿文化

及產學資源

中心支應 

國立中正

大學 
1 0 1 $120,000 $0 

元智大學 6 4 2 $240,000 $480,000 

朝陽科技

大學 
4 2 2 $240,000 $240,000 

國立東華

大學 
1 0 1 $120,000 $0 

逢甲大學 1 0 1 $120,000 $0 

聖約翰 
1 0 1 $120,000 $0 

科技大學 

亞洲大學 1 0 1 $120,000 $0 

國立中央

大學 
4 2 2 $240,000 $240,000 

國立臺灣

大學 
1 1 0 已註銷 $120,000 

致理科技

大學 
2 2 0 已註銷 $240,000 

中原大學 1 1 0 未執行 $120,000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1 1 0 未執行 $120,000 

靜宜大學 1 1 0 未通過審核 $0 

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 
4 4 0 未通過審核 $0 

總計 36 18 18 $2,040,000 $1,56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0 萬元 90 萬 9,971 元 

執行單位 體育室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水域運動-區域性水域體驗推廣活動(水肺潛水活動探索體驗營；教育部體

育署-經常門核定金額:240,000 元) 

2. 107 年水域運動-區域性水域體驗推廣活動(海洋獨木舟與 SUP 體驗營；教育部

體育署-經常門核定金額: 240,000 元)  

3. 107-108 年度學校體育志工志願服務計畫-暑假育樂營(教育部-核定金額:173,021

元) 

4. 107 年暑期游泳運動訓練班(報名費收入:40,950 元) 

5. 107 年度足球運動代表隊訓練計畫(教育部體育署-經常門核定金額: 50,000 元) 

6. 107 年度橄欖球運動代表隊訓練計畫(教育部體育署-經常門核定金額: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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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7 年度擊劍運動代表隊發展計畫(教育部體育署-經常門核定金額:30,000 元) 

8. 107 年第六十四屆航海盃游泳比賽(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核定金額

106,000 元) 

具體

成果 

為提供學校學生於暑期時間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增進身心健康，提升體能水準

及建立良好規律的運動習慣。其課程內容豐富，生動有趣，且為提高學生學習意

願，特選辦各項球類運動、健身操、趣味活動及體適能活動等各項運動課程，並

以安全、簡易、活潑及趣味豐富的課程內容為原則，配合完整的師資團隊及專業

的體育志工協助，使同學在活動中能認識正確的運動方式及建立良好的運動習慣。 

  

        體育志工暑假育樂營                體育志工暑假育樂營 
 

  

         海洋獨木舟活動剪影                海洋獨木舟活動剪影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00 萬元 2,591.5 萬元 

執行單位 產學營運總中心 

107

年 

執行

情形 

執行政府補助計畫及媒合企業與本校老師進行產學合作。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產學營運總中心取得政府部門補助計畫經濟部創育中心計畫、教育部扎

根計畫、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計畫，計新台幣 1,746 萬元，及企業與本校老師之

產學合作計畫計新台幣 845.5 萬元，共計金額新台幣 2,59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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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術單位 

一、海運學院 

(一) 商船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次/ 13 人 29 人次/ 13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商船系 20 12 9 1 29 1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 人次/ 6 人 14 人次/ 10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商船系 13 10 1 0 14 1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37 人 1 隊/49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次活動於 107 年 7 月 5 日~8 日舉行，共計 4 天 3 夜。運用本系專業教資與設備，

配合本系熱情學長姐組成小隊輔，以分組方式進行團體活動，並將專業的技能操

作與跑關活動融合，此外營隊尚舉辦許多遊戲與晚會活動，使學員可以在營期中

了解體驗大學生生活及課程學習動態。其中，並安排學員至基隆港務公司及基隆

關務署及貨櫃場交流學習，深入了解船舶航行安全及運輸管理實務。 

具體

成果 

透過活潑的營隊活動及實際專業相關知識探索，導引高中生更加了解商船系專業

並誘發對本系的興趣，反應熱絡，結束前對於 49 位同學之滿意度調查分析，各項

滿意度之總平均值仍落在 4.8 分(滿分 5 分)，成功吸引高中學子的目光。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2 次 32 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陳志立及劉中平老師分別於 107 年度前往各高中進行招生宣導及系所特色介

紹說明，共計 4 場次；本系教師也藉由大學博覽會及高中職生來校參訪本系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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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中心及高中海洋課程等，以提升高中生對本系的探索與熱情。此外，並藉由

文宣簡介以電子郵件寄送至各海事相關高中職校及一般綜合高中宣傳張貼以提高

知名度，並於本系辦理招生相關活動時，印製文宣簡介提供高中職生認識了解。 

具體

成果 

藉由招生種子教師宣導與本校系所特色介紹，基隆地區及對於航海有熱忱的高中

職生反應熱絡，並以填寫回饋單方式留下聯繫資料以索取本系更多相關資料，或

藉由電話詢問、e-mail 等方式與本系聯繫洽詢。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於 107 年 5 月 5 日舉辦 2018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同時本系當天於本系大

樓 101 演講廳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增進家長對本系課業及未來職向之瞭解。 

另於 107 年 8 月 18 日舉辦「107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假本系

101 演講廳辦理與家長雙向座談。 

具體

成果 

兩場次的系所簡介說明，讓家長更清楚了解商船系的教育目標與學生未來職向發

展。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0 篇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系教師與國外學者保持學術交流及合作關係。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系教師與國內學者合作頻繁，轉而減少與國外學者合作關係，但仍保持學術

交流。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以共同發表期刊著作為目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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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4 林靖雯 商船學系 韓國釜慶大學 107/08/29-108/08/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經費以及學生對將來之職涯發展之認知，本系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不踴

躍。 

具體

改善

措施 

擬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協助該研究生出國參與交流研究。並持續配

合學校政策，宣導學生申請各項出國研修交流之補助，鼓勵學生利用這些機會，

培養國際觀，增廣見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4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商船學系 B 蔡岳宏 
2018/03/05- 

2018/06/20 
大陸地區 哈爾濱工程大學 

2 商船學系 B 張皓翔 
2018/03/03- 

2018/06/6 
大陸地區 上海海事大學 

3 商船學系 B 褚韶瀅 
2018/03/03- 

2018/06/6 
大陸地區 上海海事大學 

4 商船學系 B 吳陳昭如 
2018/03/03- 

2018/06/6 
大陸地區 上海海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 1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商船系 B 王 渟 
2018.10.01- 

2019.03.31 
日本 神戶大學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學生對將來之職涯發展規劃(多數學生皆於 3年級完成課業修習後隨即上船時

習)，本系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不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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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擬鼓勵本系學生踴躍申請各項出國研修交流之補助，利用機會與在學時間，培養

國際觀，增廣見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3 人 29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商船系 B 盧兆威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2 商船系 B 林子淵 
2018.07.23- 

2018.08.03 
韓國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3 商船系 大三 賴藝瑩 
107/5/17- 

107/5/21 
馬來西亞吉隆坡 華德福小學(境外觀摩學習) 

4 商船系 
大學

部 
林靖恩 

107/7/31- 

107/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5 商船系 
大學

部 
劉全晏 

107/7/31- 

107/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6 商船系 
大學

部 
王力韋 

107/7/31- 

107/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7 商船系 
大學

部 
許慧慧 

107/7/31- 

107/9/10 
菲律賓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8 商船系 
大學

部 
翁尚逸 

107/7/31- 

107/9/10 
菲律賓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9 商船系 
大學

部 
高健桓 

107/7/31- 

107/9/10 
中國、越南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0 商船系 
大學

部 
李  驥 

107/7/31- 

107/9/10 
中國、越南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1 商船系 
大學

部 
麥德豪 

107/2/3- 

107/8/10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2 商船系 
大學

部 
羅翔皓 

107/2/3- 

107/7/30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3 商船系 
大學

部 
楊劭謙 

107/2/3- 

107/8/21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4 商船系 
大學

部 
呂軒齊 

107/2/3- 

107/8/04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5 商船系 
大學

部 
劉浩崴 

107/2/3- 

107/8/14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6 商船系 
大學

部 
施  晴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7 商船系 
大學

部 
唐  琳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8 商船系 
大學

部 
謝燿亨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9 商船系 
大學

部 
王仲萱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20 商船系 
大學

部 
廖晨圻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21 商船系 
大學

部 
劉巧楨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22 商船系 
大學

部 
潘哲旻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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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船系 日間 陸建宏 
107/11/18- 

107/11/29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24 商船系 日間 江品寬 
107/11/18- 

107/11/31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25 商船系 日間 劉品宏 
107/11/18- 

107/11/37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26 
錯誤! 連

結無效。 

大學

部 
林靖恩 

107/07/31- 

107/0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27 
錯誤! 連

結無效。 

大學

部 
劉全晏 

107/07/31- 

107/0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28 
錯誤! 連

結無效。 

大學

部 
王力韋 

107/07/31- 

107/0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29 
錯誤! 連

結無效。 

大學

部 
黎昱謙 

107/07/31- 

107/0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學生對將來之職涯發展規劃(多數學生皆於 3年級完成課業修習後隨即上船時

習)，本系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不踴躍。 

具體
改善
措施 

擬鼓勵本系學生踴躍申請各項出國研修交流之補助，利用機會與在學時間，培養

國際觀，增廣見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60 人 126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海外實習

船公司 

育英 2號 武漢理工

實習船 

育鯤輪 長榮 陽明 萬海 台塑 中鋼 其他 總計 

商船學系 56 5 5 36 7 8 4 2 3 126 
 

具體

成果 

1. 107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7 日由曾維國、陳世宗及林全良老師帶領 56 名學生搭

乘育英 2 號至日本鹿兒島進行交流。 

2. 107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21 日由郭俊良主任帶領 5 名學生至武漢理工實習船進行

實習交流。 

3. 107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 日由老師帶領 5 名學生至大連海事大學育鯤輪進行實

習交流。 

4. 106 年 1-12 月分別共有 60 名學生分別至長榮、陽明、萬海、台塑、中鋼等航

運公司進行 0.5-1 年的海上進階實習。 

落後

原因

說明 

近年航運公司逐年減少學生實習名額，致使學生能夠參與進階實習的機會亦減

少。另育英二號為全台灣所有海事學校的實習船，每年僅能提供本系一梯次實習

機會，原定 76 名學生全數上船，礙於本年度實習時間與署修時間衝堂，因而僅剩

56 名同學照原定計畫上船實習。 

具體
改善
措施 

積極尋求其他管道、其他方式的實習機會，諸如這次的大連海事大學育鯤輪與武

漢理工實習船。另外，亦努力使現有的實習管道增加名額。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2 人 105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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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年級參與人數詳如下表 
 

年級 參加英檢考試人數 

1 年級 3 

2 年級 11 

3 年級 11 

4 年級 68 

5 年級 12 

合計 105 

落後
原因
說明 

英文已經屬於大家共同的第二外語，英文檢定已算是同學對於自我英文程度的一

種認證，故許多同學在入學前就考過英語檢定。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同學踴躍報考，以追求更精進的成績。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1 人 80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年級通過人數如下表 

具體

成果 

  通過英檢人數 

1 年級 3 

2 年級 8 

3 年級 10 

4 年級 51 

5 年級 8 

合計 80 
 

落後
原因
說明 

此學年參與英檢考試人數較往年少僅有 105 人，通過人數為 80 人，約為考試人數

八成，與往年相同。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同學多多參與英文相關課程，預計設立獎勵機制以引導同學增進自我語言能

力。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門 5 門 

執行單位 商船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目前本系分別開設有：第一階段船上實習、第二階段船上實習及海上進階實習課

程(上)、海上進階實習課程(下)、企業實習共 5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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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藉由初階海上實習至進階海上實習，逐次增加船上實習之時間，讓同學做中學，

以實際職場體驗佐以專業課程知識結合，達到專業航海知識及技能之傳承；若有

同學對於陸上工作比較有興趣，本系亦有企業實習課程給同學作選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68 人 233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校外實習

課程

第一階段

船上實習

第二階段

船上實習

海上進階

實習上

海上進階

實習下

其他 總計

人數 102 56 45 15 15 233 

具體

成果 

本系歷年來皆有與航運公司配合，在寒暑假提供同學海上實習機會。107 年 8 月

102 人至台華輪進行第一階段實習。107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7 日 56 名學生至育英

2 號進行第二階段實習。107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21 日由老師帶領 5 名學生至武漢

理工實習船進行實習交流。107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 日由老師帶領 5 名學生至大

連海事大學育鯤輪進行實習交流。107 年 1-12 月分別共有 60 名學生分別至長榮、

萬海、台塑、中鋼等航運公司進行 0.5-1 年的海上進階實習。107 年共有 5 名學生

至各合作之相關航務公司進行企業實習。 

落後

原因

說明 

航運公司逐年減少學生實習名額，致使學生能夠參與進階實習的機會亦減少。另

育英二號為全台灣所有海事學校的實習船，每年僅能提供本系一梯次實習機會，

原定 76 名學生全數上船，礙於本年度實習時間與署修時間衝堂，因而僅剩 56 名

同學照原定計畫上船實習。相關企業公司所提供的名額不足，無法提供足量的名

額供學生實習。 

具體
改善
措施 

積極尋求管道、爭取各企業公司提供足額的實習機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4 家 18 家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學期 1062 1071 總計 

海運公司數 9 9 18 

具體

成果 

1062 學期與 9 家海運公司合作，共提供 47 名學生全學期至船公司實習。1071 學

期與 9 家海運公司及航運企業公司合作，共提供 28 名學生全學期至船公司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138 人 2 門/207 人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實施導論課程教學，使新生透過此課程了解本學系課程方向與核心，使同學能在

個人學習規畫訂定目標，為生涯發展作更有效地安排；另外海運菁英講座亦為了

培育未來優秀海運人才，提升商船系學生的商船實務技能與促進我國海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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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071 開設課程「商船概論」，修課人數總計 126 人；「海運菁英講座」，修課人數

總計 8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篇 9 篇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以碩專班學生論文指導為主，與企業體合作為輔。 

具體

成果 

 

題目 研究生姓名 

船員人力資源管理者核心職能之探究 羅祥駿 

船舶繫泊計劃重要性之研究 吳雲斌 

挖泥船操作技術及管理之研究 臧啟泰 

從領航海事案例評析臺灣國際商港引水人制度之研究 侯玫妃 

臺灣國際商港港口設施符合聲明書查核換證措施之研究 翁哲凱 

多準則決策應用於我國航商選擇壓艙水系統設備之研究 徐瓊如 

品質機能展開法應用之探討─以新北市主計人員服務品質為例 蕭桂葉 

安裝燃油處理設備實機運轉探討 廖聖元 

臺灣高職海勤類科畢業生上船工作意願之研究 魏蕙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 隊/150 人次 6 隊/94 人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系隊 校外比賽名稱 參加人數 

男籃 交通盃 26 

壘球 交通盃 19 

羽球 交通盃 9 

男排 交通盃 15 

桌球 交通盃 8 

男籃 北鼎聯賽 17 

合        計 94 
 

具體

成果 

本系鼓勵同學參加校外性競賽，交通盃為本系每年必要性校外賽。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學生今年校外性競賽減少原因，係因系隊女排與女籃參與人數減少，致使未

能組隊出賽。 

具體

改善

措施 

擬鼓勵同學多參加系隊，除培養運動體能外，另可凝聚系上團隊之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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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篇 6 篇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3 2 1 0 0 6 
 

具體

成果 

Jiunn-Liang Guo (2018): Women seafarers in Taiwan: survivors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pecial shi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DOI: 10.1080/09589236.2018.1502077 

陳世宗、周毓欣，2017，海難事故肇因關鍵性分析技術之研究，航運季刊，第 26

卷，第 1 期，1-22。(TS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38 次 675 次 

執行單位 商船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根據 Web of Science 查詢結果如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 件 606 萬元/ 

8 件 525 萬元 

5 件 334.25 萬元/ 

3 件 168.95 萬元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5 件，總金額計 3,342,500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共計 3 件，金額計 1,689,500 元。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home.do?SID=E6blz1QY2acCnvD7x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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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商船系 3  2,233,000  0  0  2  1,109,500  5 3,342,500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如下： 

1. 107 郭俊良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7 年度保全職責訓練班 107/03/01 107/12/31 

619,500 元。 

2. 107 張啟隱 非同步電腦訓練課程應用於 STCW 船員訓練課程成效之研究

107/08/01 108/07/31 580,000 元。 

3. 107 鍾添泉  客船船舶航行安全及船員緊急應變能力講習案  107/03/01 

107/12/31 490,00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近年來專任教師退休 4 位，皆已聘任教學型專案教師補實，擬可能致使本系

於研究發表上有所影響。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師分享

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精進

之目的，以提升本系教師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業公司合作計畫之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商船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二) 航運管理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5人次/ 35人 83 次/ 41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航管系 39 18 44 23 83 4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人次/ 15人 26人次/ 16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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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航管系 14 8 12 8 26 1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22 人 1 隊/25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為培養高中職生對航運管理的認識，本系乃於 107 年 07 月 09 日至 10 日舉辦 2018

年海大航管營「航航出狀元」活動，此次招收學員共計 25 人，參與此活動之助教

及帶隊學生共有 27 人。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3 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02 月 24-25 日本系推派人員隨學校招生組一同赴臺北及高雄參加「大學

博覽會」，使全國各地高中生得以更加認識本系。 

2. 107 年 4 月份起本系系學會學生寄送當年度 7 月份所舉辦之營隊活動文宣於北

北基各大高中職及創立 FACE BOOK 粉絲專頁宣傳此營隊訊息。 

3. 107 年 07 月 21-22 日本系推派人員隨學校招生組一同赴臺北參加「大學博覽

會」，使全國各地高中生得以更加認識本系。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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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05 月 05 日舉辦「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當日共有 73 位新生

及家長共襄盛舉。 

2. 107 年 08 月 18 日舉辦「107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當日共有

95 位新生及家長共襄盛舉。 

具體

成果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3 篇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老師姓名 
合作學者

之國家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林泰誠 

Peik 

Bremer 

德國 

Taih-Cherng Lirn*, Peik Bremer, Gi Tae Yeo, Kuo-Chung 

Shang, Liu Chen Jiun, (2018) “A Study o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ntainerised Grains in Asia”, Asian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Logistics, Vol. 34, No. 2, pp.53-60 

(ESCI/ SCOPUS) 

Gi Tae 

Yeo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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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Ted TC Lirn*, Yenchun Jim Wu, Adrian E. Coronado 

Mondragon, (2018) “Sustainable Transport and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Vol. 29, Issue: 1. (SSCI) 

劉穹林 

香港 

Chiung-Lin Liu*, Kuo-Chung Shang, Taih-Cherng Lirn, 

Kee-Hung Lai, Y.H. Venus, (2018)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firm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in 

the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Vol. 110, pp. 202-219. (SSCI) 

林泰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人 16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6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 劉智寬 航運管理學系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107/08/26-108/01/27 

2 林宛昀 航運管理學系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107/08/27-108/01/19 

3 劉冠儀 航運管理學系 越南肯特大學 107/08/05-107/12/16 

4 賴奕豪 航運管理學系 韓國中央大學 107/08/31-108/01/01 

5 彭義琹 航運管理學系 韓國中央大學 107/08/31-108/01/15 

6 張菀華 航運管理學系 韓國中央大學 107/08/31-108/01/09 

7 李玟蒨 航運管理學系 韓國釜慶大學 107/08/29-108/01/14 

8 陳曉瑩 航運管理學系 韓國釜慶大學 107/08/29-108/01/09 

9 鍾沅恩 航運管理學系 韓國釜慶大學 107/08/29-108/01/05 

10 吳昀庭 航運管理學系 美國克拉克森大學 107/08/17-108/05/31 

11 陳柏瑜 航運管理學系 美國西來大學 107/08/10-108/01/11 

12 黃雅琪 航運管理學系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海運學院 107/08/25-108/01/03 

13 陳嘉惠 航運管理學系研究所 
德國維爾茲堡- 

斯韋因富特科技大學 
107/09/08-108/03/17 

14 丁一方 航運管理學系研究所 
德國維爾茲堡- 

斯韋因富特科技大學 
107/09/08-108/03/17 

15 洪瑞羚 航運管理學系 
德國維爾茲堡- 

斯韋因富特科技大學 
107/09/12-108/09/30 

16 林鈺庭 航運管理學系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 107/09/01-108/01/0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21 人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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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航管系 碩 2 陳禾荃 
107/01/30- 

107/02/02 
日本福岡 國際創新與管理研討會 

2 航管系 碩 2 巫晏安 
107/03/27- 

107/03/29 
日本京都 

2018 年商業與社會科學國際研

討會 

3 航管系 碩 2 湯翔宇 
107/06/01- 

107/06/03 
菲律賓 

第 23 屆國際商業創新與技術管

理研討會 

4 航管系 碩 2 邱裔晴 
107/06/01- 

107/06/03 
菲律賓 

第 23 屆國際商業創新與技術管

理研討會 

5 航管系 碩 2 周品瑀 
107/06/01- 

107/06/03 
菲律賓 

第 23 屆國際商業創新與技術管

理研討會 

6 航管系 

五年

一貫

碩 1 

李沛萱 
107/07/8- 

107/07/10 
印尼峇里島 國際物流研討會 

7 航管系 

五年

一貫

碩 1 

陳嘉惠 
107/07/8- 

107/07/10 
印尼峇里島 第 23 屆國際物流研討會 

8 航管系 

五年

一貫

碩 1 

陳慧齡 
107/07/8- 

107/07/10 
印尼峇里島 第 23 屆國際物流研討會 

9 航管系 
碩士

二 

林庭如 (107/6/1- 

107/6/6) 
菲律賓宿霧 第 23 屆國際商業創新與技術管

理研討會 

10 航管系 
碩士 陳彥伃 (107/6/9- 

107/6/12) 
中國廈門 海洋兩岸航海技術與海洋工程

研討會 

11 航管系 
碩士 張馨云 (107/6/8- 

107/6/12) 
中國廈門 海洋兩岸航海技術與海洋工程

研討會 

12 航管系 
碩士 張書睿 (107/6/8- 

107/6/12) 
中國廈門 海洋兩岸航海技術與海洋工程

研討會 

13 航管系 
碩一 王楠榛 107/8/20- 

107/8/26 
日本東京 國際工商與社會科學會議

(IBSS) 

14 航管系 
碩一 吳昌哲 107/8/20- 

107/8/26 
日本東京 國際工商與社會科學會議

(IBSS) 

15 航管系 
碩一 許哲瑋 107/8/20- 

107/8/26 
日本東京 國際工商與社會科學會議

(IBSS) 

16 航管系 碩 1 吳昌哲 
107/08/22- 

107/08/24 

日本東京 

早稻田大學 
國際工商業及社會科學會議 

17 航管系 碩 1 王楠榛 
107/08/22- 

107/08/24 

日本東京 

早稻田大學 
國際工商業及社會科學會議 

18 航管系 碩 1 許哲瑋 
107/08/22- 

107/08/24 

日本東京 

早稻田大學 
國際工商業及社會科學會議 

19 航管系 碩 2 黃琦 
107/10/11- 

107/10/12 
越南河內 第 4 屆供應鏈管理國際研討會 

20 航管系 碩 2 謝征鴻 
107/10/25- 

107/10/27 
泰國曼谷 

第 24 屆國際商業創新與技術管

理學會會議 

21 航管系 

五年

一貫

碩 2 

李芃 
107/11/15- 

107/11/16 
日本沖繩 第十屆國際物流與運輸研討會 

 

 

 



5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11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航管系 B 洪宇毅 
2018.09.01- 

2019.01.15 
中國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 

2 航管系 B 張庭瑜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江南大學 

3 航管系 B 謝劭陽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4 航管系 B 劉少琦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5 航管系 B 林奕霆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6 航管系 B 楊宜寧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7 航管系 B 鐘家穎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8 航管系 B 蔡孟芹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武漢理工大學 

9 航管系 B 吳明潔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上海海事大學 

10 航管系 B 金敏智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南通大學 

11 航管系 B 謝宇昀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上海海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8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航管系 B 張文珍 
2018.03.01- 

2018.07.31 
德國 維爾茲堡－施韋因富科技大學 

2 航管系 B 吳濬妤 
2018.03.01- 

2018.07.31 
德國 維爾茲堡－施韋因富科技大學 

3 航管系 M 湯仁郁 
2018.01.01- 

2018.04.30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4 航管系 B 徐舒昱 
2018.09.01- 

2019.02.28 
馬來西亞 馬來亞大學 

5 航管系 B 梅沁園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6 航管系 B 吳純寧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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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航管系 B 張忻語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8 航管系 B 游雯婷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學生會先以申請教育部補助之短期研修為第一優先考量，因為學生希望能以

申請補助金額較多的補助管道作為最先考量，這樣可以減輕自備金額。 

具體

改善

措施 

系上會再向學生宣導，如果申請教育部補助沒有通過的話，也可以嘗試申請其他

補助管道，利用在學期間赴國外增廣見聞並學習新知是難得的機會及體驗。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23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航管系 
大學

部 
鍾沅恩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2 航管系 
大學

部 
洪宇毅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3 航管系 
大學

部 
陳姿勻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4 航管系 
大學

部 
張菀華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5 航管系 M 許禹璇 
2018.01.18- 

2018.02.03 
韓國 International Winter Program 

6 航管系 B 謝宇昀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7 航管系 B 陳名妤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8 航管系 B 吳炫慧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9 航管系 B 張怡萱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10 航管系 B 曾仲薇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11 航管系 B 葉蕙嘉 
2018.07.23- 

2018.08.03 
韓國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12 航管系 B 王姿婷 
2018.07.03- 

2018.07.17 
菲律賓 

106 年度大專院校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 

13 航管系 B 涂真瑜 
2018.07.03- 

2018.07.17 
菲律賓 

106 年度大專院校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 

14 航管系 B 林奕霆 
2018.07.03- 

2018.07.17 
菲律賓 

106 年度大專院校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 

15 航管系 B 陳律安 
2018.07.03- 

2018.07.17 
菲律賓 

106 年度大專院校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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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航管系 B 劉智寬 
2018.07.01- 

2018.07.14 
菲律賓 

106 年度大專院校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 

17 航管系 B 黃旭 
2018.07.01- 

2018.07.14 
菲律賓 

106 年度大專院校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 

18 航管系 B 陳曉瑩 
2018.07.01- 

2018.07.14 
菲律賓 

106 年度大專院校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 

19 航管系 B 羅晴文 
2018.07.09- 

2018.07.19 
澳洲 

106 年度大專院校國際體驗

學習計畫 

20 航管系 M 許咸寧 
2018.07.03- 

2018.08.01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芙蓉中華中學志工

團 

21 航管系 M 李 芃 
2018.07.03- 

2018.08.01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芙蓉中華中學志工

團 

22 航管系 日間 鄭宇州 
107/11/18- 

107/11/22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23 航管系 日間 黃于閣 
107/11/18- 

107/11/27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8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共有 1 名學生以其他管道赴海外實習。 

2. 本系共有 7 名學生以「學海築夢」管道赴海外實習。 

具體

成果 

姓名 學制 實習期間 實習地點 

陳瑜亮 學士班 107.02.26-107.06.07 超捷國際物流越南分公司 

邱暐翔 學士班 107.02.26-107.06.07 超捷國際物流越南分公司 

尤柏堯 學士班 107.02.26-107.06.07 超捷國際物流越南分公司 

魏碩瑩 學士班 107.07.06-107.09.05 萬泰國際物流越南分公司 

黃淳筠 學士班 107.07.06-107.09.05 萬泰國際物流越南分公司 

林書帆 學士班 107.07.15-107.08.19 裕隆行國際運通韓國分公司 

金敏智 學士班 107.07.15-107.08.19 裕隆行國際運通韓國分公司 

梁文競 學士班 107.09.03-108.09.30 中菲行國際物流集團馬來西亞分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0 人 149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共有 149 人報考英文檢定考試。 

具體

成果 

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報考英文檢定考試人數統計名單： 

學制 年級 報考英文檢定人數 

日間部學士班 一年級(AB 兩班) 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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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AB 兩班) 24 人 

三年級(AB 兩班) 17 人 

四年級(AB 兩班) 23 人 

日間部碩士班 
一年級 21 人 

二年級 18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0 人 103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共有 103 人通過英文檢定考試。 

具體

成果 

日間部學士班及碩士班報考英文檢定考試通過人數統計名單： 

(英文檢定成績是以達到 CEF B1 等級(含)以上視為通過) 

學制 年級 通過英文檢定人數 

日間部學士班 

一年級(AB 兩班) 42 人 

二年級(AB 兩班) 19 人 

三年級(AB 兩班) 8 人 

四年級(AB 兩班) 14 人 

日間部碩士班 
一年級 12 人 

二年級 8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3 門 

執行單位 航管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開設 1 門校外實習課程。 

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開設 2 門校外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開設「航運企業實習Ⅲ2」1 門校外實習課程。 

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分別開設「航運企業實習Ⅰ3」及「航運企業實習Ⅲ1」

2 門校外實習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5 人 47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Ⅲ2」課程為學期實習五天共有 12 名學生

至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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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Ⅰ3」課程為暑假期間實習共有 22 名學生

至校外實習。 

3.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Ⅲ1」課程為學期實習五天共有 13 名學生

至校外實習。 

具體

成果 

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Ⅲ2」課程為學期實習三~五天至校外實習

學生名單： 

 

 

 

 

 

 

 

 

 

 

 

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Ⅰ3」課程為暑假期間至海外實習學生名單： 

 

3.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企業實習Ⅲ1」課程為學期實習五天至校外實習學生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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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家 3 家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為增進本系所與航空業及航運物流產業合作，並建立與航空公司及航運物流公司

之交流管道，本系此年度新增與長榮航空、中華航空及美峰國際有限公司(海運部)

三家航空及航運物流公司結盟。 

具體

成果 

本系已與沛華集團、超捷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建華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海瀧

船務代理公司、崴航集團、DHL 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中菲行國際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法商迪卡儂、亞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帝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太隆

船務代理公司、億達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訊昌有限公司、華林船務有限公司、

飛達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及佳運國際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等航運公司結盟，以增

加系上與業界之交流機會並可安排有意願實習的學生至上述企業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158 人 2 門/159 人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於碩士班開設「航運產業講座」課程，此課程邀請學

界及實務界之人才來經驗分享碩士班一、二年級共有 82 人修習此門課程。 

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於碩士班開設「航運產業講座」課程，此課程邀請學

界及實務界之人才來經驗分享碩士班一、二年級共有 77 人修習此門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航運 

產業講座」課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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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航運產業講座」課程如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篇 10 篇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有 10 篇與業界合作之碩博士論文。 

具體

成果 

1. 本系碩士生孫郁涵撰寫與海運貨物承攬業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以效率觀點

探討服務品質對於顧客滿意度和顧客忠誠度之研究-以海運貨物承攬業為例」。 

2. 本系碩士生林庭如撰寫與貨櫃拖車業者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考量隨機需求

下貨櫃拖車之排程與路線規劃」。 

3. 本系碩士生楊舒君撰寫與貨櫃航商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顧客關係管理對顧

客滿意度之分析－以區域型貨櫃航商為例」。 

4. 本系碩士生林金鈴撰寫與報關行業者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員工留任因素之

探討–報關行個案分析」。 

5. 本系碩士生劉允翔撰寫與基隆港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我國航港體制改革對

港埠土地經營管理之影響－以基隆港為例」。 

6. 本系碩士生黃昱誠撰寫與臺灣貨櫃碼頭裝卸業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安全領

導、機構化影響力與安全遵守關聯性模式之研究:臺灣貨櫃碼頭裝卸業的實證

 

Interasia 運達航運羅 浩課長 日本通運東亞地區總公司杉山龍雄總

括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30&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30&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37&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37&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49&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49&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55&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55&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68&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68&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69&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69&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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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7. 本系碩士生莊敬聖撰寫與基隆港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港口營運衰退導致城

市老化改善對策研究-以基隆港為例」。 

8. 本系碩士生陳心巧撰寫與臺北港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探討臺灣港口加值服

務關鍵成功要素--以臺北港為例」。 

9. 本系碩士生楊祐霖撰寫與臺灣港務港勤公司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臺灣港勤

拖船船員的勞動條件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性研究-以臺灣港務港勤公司為例」。 

10. 本系碩士生毛玲龍撰寫與臺灣港務公司合作之論文，論文題目「臺灣港務公司

對外直接投資之方式研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

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隊/120 人次 14 隊/347 人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學生於 107 年 3 月 17-18 日至臺中逢甲大學參加「第 39 屆大航盃」比賽，

參賽隊伍有男籃、女籃、男排、女排、羽球、壘球及網球，共 7 隊，隊員及隨

隊人員共有 137 人參與該競賽。 

2. 本系學生於 107 年 5 月 4-6 日至高雄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參加「第 38 屆交通

盃」比賽，參賽隊伍有男籃、女籃、男排、女排、羽球、壘球及桌球，共 7 隊，

隊員及隨隊人員共有 210 人參與該競賽。 

具體

成果 

1. 最終結果，本系壘球榮獲冠軍，女籃獲得亞軍，其參賽球員及隨隊人員人數統

計如下： 

參賽球隊 球員 隨隊 合計 

男籃 22 12 34 

女籃 11 5 16 

男排 28 2 30 

女排 15 2 17 

羽球 9 2 11 

壘球 20 6 26 

網球 1 2 3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69&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96&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96&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98&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298&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302&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302&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303&h1=0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Wb.GK/record?r1=1303&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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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終結果，本系系壘、男籃及系桌榮獲冠軍，女籃獲得亞軍，其參賽球員及隨

隊人員人數統計如下： 

參賽球隊 球員 隨隊 合計 

男籃 34 12 46 

女籃 18 5 23 

男排 28 2 30 

女排 28 2 30 

羽球 28 2 30 

壘球 33 6 39 

桌球 11 1 12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 篇 22 篇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0 13 1 0 1 22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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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457 次 3,512 次 

執行單位 航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歷年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被引用次數共有 3,512 次。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 件 450 萬元/ 

6 件 250 萬元 

10件 1,093.03萬元/ 

7 件 761.03 萬元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0 件，總金額計 10,930,331 元。 

與海洋相關計畫件數共 7 件，金額計 7,610,3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航管系 5  3,474,000  0  0  5  7,456,331  10  10,930,331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與金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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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航管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三) 運輸科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次/ 22 人 54 人次/ 24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運輸系 35 17 19 7 54 2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9 人次/ 8 人 19 人次/ 12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運輸系 17 11 2 1 19 1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營隊報名人數過少，取消辦理。 

具體
改善
措施 

於 108 年辦理時請系學會製作文宣加強宣傳與經費支援。 



7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2 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李信德老師至高中辦理招生。 

2. 本系丁士展老師協助基隆高中海洋探索課程。 

具體

成果 

1. 李信德老師於 11/30 至暖暖高中分享主題"智慧船舶與科技應用" 

2. 丁士展老師於 11/23, 12/07, 12/14, 12/21, 01/04 協助基隆高中海洋探索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於 107/5/5 舉行 2018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2. 本系於 107/8/18 舉行新生說明會。 

具體

成果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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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4 篇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桑老師與香港學者共同發表 1 篇 SSCI。 

2. 杜孟儒老師與英國學者共同發表 2 篇 SCI。 

3. 黃聖騰老師與美國學者共同發表 1 篇 SSCI。 

具體

成果 

1. Liu, C. H., Shang, K. C., Lirn, T. C., Lai, K. L., Lun, Y. H. (2018 Apr.).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Firm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in the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Vol. 110, 

pp.202-219 【SSCI, 2016: 2.609, 8/33, Transportation】. 

2. Mengru Tu*, Ming K Lim, Ming-Feng Yang (2018), "Internet of Things-based 

production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system-Part 1: Modeling IoT-based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Data Systems, Vol. 118, 

No.1, 65-95.(SCI, IF=2.205). 

3. Mengru Tu*, Ming K Lim, Ming-Feng Yang (2018), "Internet of Things-based 

production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system-Part 2: IoT-based cyber-physical 

system: A framework and evaluation,"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Data Systems, 

Vol. 118, No.1, 96-125.(SCI, IF=2.205). 

4. A multidimensional QFD design for the Service Quality Assessment of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Japan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5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5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 周子甯 運輸科學系 日本神戶大學 107/09/27-108/03/31 

2 顧凱媃 運輸科學系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107/08/27-108/01/28 

3 張育慈 運輸科學系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海運學院 107/08/25-108/05/31 

4 邱惠汶 運輸科學系研究所 法國卡昂大學 107/08/27-108/02/15 

5 顏華君 運輸科學系研究所 
德國維爾茲堡- 

斯韋因富特科技大學 
107/09/12-108/03/0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 人次 6 人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運輸系 
五年一

貫碩 1 
趙育賢 

107/03/14- 

107/03/16 
香港 

2018 國際工程與電腦科學聯

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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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輸系 
五年一

貫碩 1 
簡湘庭 

107/03/14- 

107/03/16 
香港 

2018 國際工程與電腦科學聯

合會議 

3 運輸系 
五年一

貫碩 1 
林彥汝 

107/03/14- 

107/03/16 
香港 

2018 國際工程與電腦科學聯

合會議 

4 運輸系 
五年一

貫碩 1 
張修齊 

107/04/13- 

107/04/17 
日本東京 

國際應用系統創新大會

2018(IEEE ICASI) 

5 運輸系 
五年一

貫大 4 
朱寶瑩 

107/06/18- 

107/06/21 
中國北京 世界交通運輸大會 

6 運輸系 
碩二 張語真 107/03/13- 

107/03/17 
中國香港   

 

落後

原因

說明 

1. 107 年度無大學部學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故參與人數相對減少。 

2. 本系招收多名碩班在職生，相對英文能力較為不足，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困難

度高。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指導老師鼓勵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提昇英文發表能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9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運輸系 B 蔡宜倫 
2018.09.01- 

2019.01.15 
中國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 

2 運輸系 
大學

部 
蔡舜耘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武漢理工大學 

3 運輸系 
大學

部 
劉怡秀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中國海洋大學 

4 運輸系 
大學

部 
呂梓瑄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中國海洋大學 

5 運輸系 
碩士

班 
徐瑀彤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6 運輸系 
碩士

班 
王奕文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7 運輸系 
大學

部 
楊欣蓓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武漢理工大學 

8 運輸系 
大學

部 
林佳欣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上海海事大學 

9 運輸系 
大學

部 
周昕妤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武漢理工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人 4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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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運輸系 B 劉怡瑄 
2018.03.01- 

2018.06.30 
韓國 釜慶大學 

2 運輸系 B 余奕萱 
2018.04.01- 

2018.09.30 
日本 神戶大學 

3 運輸系 B 林蔚丞 
2018.10.01- 

2019.03.31 
日本 東京海洋大學 

4 運輸系 B 李庭瑀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於 107 年度因赴大陸交換的學生人數增加，相對至非大陸交換的學生人數減

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1. 鼓勵學生並將交換訊息公告於系上公佈欄與 FB。 

2. 學生出國交換心得放置於系上網頁，增加學生出國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 人 16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運輸系 
大學

部 
劉軍逸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2 運輸系 
大學

部 
馬如廷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3 運輸系 
大學

部 
簡正茹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4 運輸系 
大學

部 
李珈言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5 運輸系 B 戴昀融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6 運輸系 B 萬威志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7 運輸系 B 李政鋐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8 運輸系 B 張庭瑜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9 運輸系 M 葉 洵 
2018.07.31- 

2018.08.19 
韓國 

International Summer 

Program 

10 運輸系 B 林佳欣 
2018.07.09- 

2018.07.19 
澳洲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1 運輸系 B 李晴雅 
2018.07.18- 

2018.08.02 
韓國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2 運輸系 B 張詠晴 
2018.07.18- 

2018.08.02 
韓國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3 運輸系 B 黃愉紘 
2018.07.18- 

2018.08.02 
韓國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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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運輸系 B 李怡萱 
2018.07.18- 

2018.08.02 
韓國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5 運輸系 日間 黃偉哲 
107/11/18- 

107/11/28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16 運輸系 日間 曾致皓 
107/11/18- 

107/11/30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1 人 65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7/1~7/6 由蘇健民老師與鍾武勳老師帶領學生 65 名基隆至廈門實務見

習活動。 

具體

成果 

編號 中文名 學號 

帶隊教師 蘇健民 
 

帶隊教師 鍾武勳 
 

1 李宜宣 00668025 

2 羅岩卉 00668018 

3 周定傑 00668040 

4 曾怡靜 00668017 

5 王冠崴 00668033 

6 胡馨文 00668020 

7 曾品瑜 00668022 

8 王美喬 00668016 

9 王信堯 00668002 

10 洪浩倫 00668028 

11 黃佳蓉 00668013 

12 洪珞筑 00668024 

13 游宛儒 00668023 

14 郭哲廷 00668039 

15 曾致皓 00668030 

16 游佳諭 00668031 

17 吳俊亨 00668005 

18 林雅娟 00668019 

19 馬如廷 00668043 

20 吳奇諺 00668035 

21 簡正茹 00668041 

22 劉倩妘 00668210 

23 謝政宏 00668009 

24 許博智 00668012 

25 郭芳竹 0066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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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盧彥橋 00668011 

27 李佳翰 00668034 

28 尹筱晴 00668015 

29 李典哲 00668008 

30 劉東洋 00668038 

31 方致鈞 00668001 

32 蔡佳妏 00668141 

33 梁潔安 00668115 

34 涂家瑜 00668103 

35 曾學謙 00668130 

36 林詣為 00668132 

37 陳毓庭 00668136 

38 陳梓宜 00668101 

39 江至鈞 00668143 

40 陳癸諭 00668109 

41 蔡岳撰 00668127 

42 方際勛 00668107 

43 黎益安 00668105 

44 林思齊 00668144 

45 蕭映慈 00668114 

46 陳勇翰 00668104 

47 邱予 00668116 

48 吳映璇 00668118 

49 楊凱淇 00668123 

50 邱靖芬 00668137 

51 蔣丰瑋 00668135 

52 蔡嘉祐 00588011 

53 劉軍逸 00668307 

54 宮群 00668308 

55 鄭佩瑄 00668305 

56 徐鳳檥 00668203 

57 謝政廷 00668310 

58 何函霏 00668302 

59 謝禮謙 00668204 

60 陳楷峰 00668207 

61 陳正桓 00552101 

62 林巧宜 00668211 

63 林均衍 00551025 

64 涂子倩 00668205 

65 林浩仁 0058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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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37 人 110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 年度計有 110 名學生報考英文檢定。 

具體

成果 

英文檢定名稱 學期 學號 姓名 成績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GEPT) 1062 00368137 林思宏 中級複試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GEPT) 1071 00668210 劉倩妘 中級複試 

*國際英文測驗(IELTS) 1062 00468019 張育慈 7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252009 陳律安 71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020 林羿佑 88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034 李幃閎 61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06 黃俊諺 85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21 蔡承錩 56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39 洪嘉駿 87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41 徐盛展 72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45 吳孟德 55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47 許育瑋 63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208 陳亭羽 93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71155 羅暘俊 58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81018 唐宇辰 75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134 張台欣 91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139 黃邵琪 63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81041 陳婕寧 62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68021 李晴雅 71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68305 李佳蕙 55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68306 何侑庭 66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205 涂子倩 78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208 陳郁臻 49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301 黃怡瑄 32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303 謝昱安 66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305 鄭佩瑄 68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307 劉軍逸 385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07 陳琛予 655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13 藍知宇 875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18 游智凱 605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33 蘇珈儀 71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41 邱宇柔 70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120 張文妙 85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140 陳宥豪 80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147 鍾啓誠 37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81012 邱柔溦 58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68047 孫寧 73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68116 游雅涵 87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68139 彭淑妍 73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68207 柳怡伶 735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68006 林家佑 64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68107 方際勛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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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68129 王姝云 66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68201 廖又萱 585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768028 游士秸 81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768130 蘇育儀 87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68040 官振甫 72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68108 王筱媛 52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68116 李元元 76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68122 曾柏錞 48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68151 王踴康 59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71155 羅暘俊 51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009 廖晏辰 78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018 游智凱 53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046 沈惠萱 69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050 李欣怡 88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04 陳沛沂 73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10 許哲維 92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19 嚴士軒 82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23 簡柏旻 69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28 韓凱森 67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44 莊尚洋 71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45 陸俊瑋 53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46 林子恆 62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48 林宛蓁 55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49 趙友庚 37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207 賴容儀 38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81049 吳品萱 42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68030 王一鶴 45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68043 陳沛湲 65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68137 邱靖翔 91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68303 林佳霖 50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68305 李佳蕙 57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668045 魏善慧 64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668119 張庭瑜 50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010 黃喜樂 61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025 廖品婷 67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026 張鎧益 66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038 張恩慈 64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145 陸俊瑋 49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149 趙友庚 41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10 袁郁芳 67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15 楊子賢 76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17 黃愉紘 41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20 李怡萱 64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21 李晴雅 63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25 張詠晴 57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30 王一鶴 55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32 吳沛澄 43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37 李宜臻 58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107 徐丞賢 67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144 陳庭皓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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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146 謝之穎 79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147 謝德豪 33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010 劉泰吾 66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024 洪珞筑 64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039 郭哲廷 78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120 黃斯琪 70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125 王詩涵 44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130 曾學謙 69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68005 王亦凡 53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68020 簡丞志 54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68022 莊鎮溢 59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68048 羅毓順 68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68202 余家瑋 48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768119 洪天予 77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129 呂梓瑄 75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131 康語慈 88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68203 劉千鈺 91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006 蕭筌陽 785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大一生多在高中時已參加英文檢定且達學校所訂的英文門檻，故 107 年度大

一生報考人數少，造成未達所訂之目標。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可在大學時期再次英文檢定讓分數提昇，以增加未來就業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1 人 83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 年度通過學校 550 分英文門檻標準者共計 83 名。 

具體

成果 

英文檢定名稱 學期 學號 姓名 成績 通過與否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GEPT) 1062 00368137 林思宏 中級複試 通過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GEPT) 1071 00668210 劉倩妘 中級複試 通過 

*國際英文測驗(IELTS) 1062 00468019 張育慈 7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252009 陳律安 71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020 林羿佑 88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034 李幃閎 61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06 黃俊諺 85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21 蔡承錩 56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39 洪嘉駿 87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41 徐盛展 72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45 吳孟德 55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147 許育瑋 63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68208 陳亭羽 93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71155 羅暘俊 58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81018 唐宇辰 750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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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134 張台欣 91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139 黃邵琪 63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81041 陳婕寧 62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68021 李晴雅 71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68305 李佳蕙 55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68306 何侑庭 66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205 涂子倩 78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303 謝昱安 66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668305 鄭佩瑄 68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07 陳琛予 65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13 藍知宇 87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18 游智凱 60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33 蘇珈儀 71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041 邱宇柔 70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120 張文妙 85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68140 陳宥豪 80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81012 邱柔溦 58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68047 孫寧 73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68116 游雅涵 87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68139 彭淑妍 73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68207 柳怡伶 73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68006 林家佑 64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68107 方際勛 73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68129 王姝云 66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68201 廖又萱 58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768028 游士秸 81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768130 蘇育儀 87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68040 官振甫 72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68116 李元元 76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368151 王踴康 59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009 廖晏辰 78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046 沈惠萱 69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050 李欣怡 88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04 陳沛沂 73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10 許哲維 92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19 嚴士軒 82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23 簡柏旻 69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28 韓凱森 67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44 莊尚洋 71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46 林子恆 62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68148 林宛蓁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68043 陳沛湲 65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68137 邱靖翔 91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668045 魏善慧 64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010 黃喜樂 61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025 廖品婷 67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026 張鎧益 66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68038 張恩慈 64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15 楊子賢 76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20 李怡萱 645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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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21 李晴雅 63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25 張詠晴 57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30 王一鶴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037 李宜臻 58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107 徐丞賢 67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68146 謝之穎 79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010 劉泰吾 66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024 洪珞筑 64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039 郭哲廷 78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120 黃斯琪 70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68130 曾學謙 69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68022 莊鎮溢 59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68048 羅毓順 68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768119 洪天予 77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129 呂梓瑄 75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131 康語慈 88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68203 劉千鈺 91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68006 蕭筌陽 785 通過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 107 年度英文報考人數僅 105 人，故通過人數無達成預訂目標。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可在大學時期再次英文檢定讓分數提昇，增加報考英檢人數。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2 門 

執行單位 運輸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62 學期與 1071 學期分別開授 9 學分的「企業實習課程」與「校外實習

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62 學期「企業實習課程」共計 14 位學生申請實習，分別至道勤工程顧問、

中菲行國際、華岡船務、東立物流、金士頓科技、超捷國際、長榮航空實習。 

2. 1071 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共計 19 位學生申請實習，分別至臺灣日通國際物

流、嘉里大榮物流、東立物流、長榮航空、台灣宅配通、三維移動、超捷國際、

季鈞管理顧問、夏暉物流、世邦國際、漢陞聯運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6 人 103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 年度計有 103 名學生實習，包含暑期實習、學期實習、全學年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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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實習日期 實習公司 姓名 課程名稱 

107.1.1~107.6.30 東立物流 賴容儀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1.1~107.8.31 長榮航空 陳意蓁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1.1~107.8.31 長榮航空 翁邦育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1.1~107.8.31 長榮航空 蕭廷宇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1.1~107.8.31 長榮航空 林思宏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1.1~107.8.31 長榮航空 張明珊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1.1~107.8.31 長榮航空 黃詮瑞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3.1~107.6.30 道勤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何嘉容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1.1~107.6.30 中菲行國際(股)公司 林宏勳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3.1~107.6.30 華岡船務(股)公司 陳和同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3.1~107.6.30 金士頓科技 鍾宜庭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3.1~107.6.30 超捷國際物流(股)公司 劉芸辰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3.1~107.6.30 超捷國際物流(股)公司 許芳慈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3.1~107.6.30 超捷國際物流(股)公司 林易陞 1062 學年度企業實習課程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李宜宣 

107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鍾

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羅岩卉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周定傑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曾怡靜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王冠崴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胡馨文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曾品瑜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王美喬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王信堯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洪浩倫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黃佳蓉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洪珞筑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游宛儒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郭哲廷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曾致皓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游佳諭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吳俊亨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林雅娟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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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馬如廷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吳奇諺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簡正茹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謝政宏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許博智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郭芳竹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盧彥橋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李佳翰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尹筱晴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李典哲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劉東洋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方致鈞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蔡佳妏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梁潔安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涂家瑜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曾學謙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林詣為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陳毓庭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陳梓宜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江至鈞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陳癸諭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蔡岳撰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方際勛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黎益安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林思齊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蕭映慈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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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陳勇翰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邱予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吳映璇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楊凱淇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邱靖芬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蔣丰瑋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蔡嘉祐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劉軍逸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宮群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鄭佩瑄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徐鳳檥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謝政廷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何函霏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謝禮

謙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陳楷峰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陳正桓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林巧宜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林均衍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涂子倩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林浩仁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1~107.7.6 中遠之星輪-基隆至廈門

航線 
劉倩妘 

107 年暑期校外實務見習

(鍾武勳、蘇健民) 

107.7.2~107.12.31 
臺灣日通國際物流(股)公

司 

陳仲鎧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嘉里大榮物流(股)公司 黃宜珊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台灣順豐速運(股)公司 黃鈺婷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台灣宅配通(股)公司 韓凱森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三維移動有限公司 林貞瑩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8.6.30 
超捷國際物流(股)公司-台

北(實習 1 年) 

陳俞如 1071+1072 學年度校外實

習課程 

107.7.2~107.12.31 季鈞管理顧問(股)公司 張台欣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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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2~107.12.31 季鈞管理顧問(股)公司 李珈言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東立物流(股)公司 林子恆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東立物流(股)公司 邱珮詒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8.1~107.12.31 東立物流(股)公司 溫振傑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夏暉物流(股)公司 康語慈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世邦國際企業 張道昇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世邦國際企業 沈惠萱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7.12.31 漢陞聯運(股)公司 藍知宇 1071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 

107.7.2~108.8.31 
長榮航空(股)公司(實習

14 個月) 

陳彥樺 1071+1072 學年度校外實

習課程 

107.7.2~108.8.31 長榮航空(股)公司(實習

14 個月) 

吳欣倫 1071+1072 學年度校外實

習課程 

107.7.2~108.8.31 長榮航空(股)公司(實習

14 個月) 

賴明邑 1071+1072 學年度校外實

習課程 

107.7.2~108.8.31 長榮航空(股)公司(實習

14 個月) 

莊尚洋 1071+1072 學年度校外實

習課程 

107.7.2~108.8.31 長榮航空(股)公司(實習

14 個月) 

蕭筌陽 1071+1072 學年度校外實

習課程 

107.7.1~107.8.31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黃喜樂 
暑期實習(南港站、台北站、

板橋站) 

107.7.1~107.8.31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張家萱 
暑期實習(南港站、台北

站、板橋站) 

107.7.1~107.8.31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李宜臻 
暑期實習(南港站、台北

站、板橋站) 

107.7.1~107.8.31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劉千鈺 
暑期實習(南港站、台北

站、板橋站) 

107.7.1~107.8.31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廖又萱 
暑期實習(南港站、台北

站、板橋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家 15 家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 年因實習與 15 家產業公司結盟。 

具體

成果 

1. 1062 學期與道勤工程顧問、中菲行國際、華岡船務、東立物流、金士頓科技、

超捷國際、長榮航空產業結盟。 

2. 1071 學期與臺灣日通國際物流、嘉里大榮物流、台灣宅配通、三維移動、季鈞

管理顧問、夏暉物流、世邦國際、漢陞聯運產業結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54 人 1 門/58 人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桑國忠老師於 1062 學期開授之「服務業行銷管理」課程，其修課學生為 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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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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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篇 5 篇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 年計有 17 位學生與業界合作完成 5 篇專題研究。 

具體

成果 

1. 學生巫鎧宇、彭淑妍、吳佳穎、邱靖翔與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基「榮」

再現-基隆市觀光地圖導覽專題研究。 

2. 學生藍知宇、黃梓勛、蔡嘉祐、沈惠萱與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水上

汽機車之原來你是這樣的海大專題研究。 

3. 學生吳姍珊、吳依芳與鼎漢工程顧問公司副總李宗益合作專題研究「火數銀

花—照耀城鄉的最後一哩路」。 

4. 學生張育慈、林貞瑩、黃鈺婷與基隆客運業合作專題研究「基隆公路客運整合」。 

5. 學生黃心皓、蔡承錩、洪嘉駿、張家軒與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雨都

砲寞專題研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 隊/122 人次 20 隊/262 人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學生巫鎧宇、彭淑妍、吳佳穎、邱靖翔、藍知宇、黃梓勛、蔡嘉祐、沈惠

萱、黃心皓、蔡承錩、洪嘉駿、張家軒參加 107 年第六屆全國 SuperGIS 地理資

訊應用創意大賽，榮獲佳作獎。 

2. 本系大學部學生吳姍珊、吳依芳、陳沛沂、黃邵琪、張育慈、林貞瑩、黃鈺婷、

賴盈臻、陳昇、陳彥安、許育瑋、陳辰明、吳依芳、參加 2018 年公路公共運

輸規劃競賽，分別榮獲入選奬、優等獎、特優獎。 

3. 本系學生計組 6 隊(羽球隊、壘球隊、籃球隊(男、女)、排球隊(男、女))分別參

加第 38 屆大學交通盃與第 39 屆大航盃比賽。 

具體

成果 

年度 競賽名稱 參與人員 成績 

107 第六屆全國 SuperGIS 地理資訊應

用創意大賽 

巫鎧宇、彭淑妍、吳佳穎、

邱靖翔 

佳作 

 

107 第六屆全國 SuperGIS 地理資訊應

用創意大賽 

藍知宇、黃梓勛、蔡嘉祐、

沈惠萱 

佳作 

 

107 第六屆全國 SuperGIS 地理資訊應

用創意大賽 

黃心皓、蔡承錩、洪嘉駿、

張家軒 

佳作 

 

107 東風汔車盃第 11 屆全國大學生節

能減排社會實踐與科技競賽 

林佳霖、王盈婷、鄭詠尚 二等獎 

107 2018 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 吳姍珊、吳依芳 特優獎 

107 2018 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 陳沛沂、黃邵琪 優等獎 

107 2018 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 張育慈、林貞瑩、黃鈺婷 入選獎 

107 第 39 屆大學大航盃 系羽、系男排、系女排、系

男籃、系女籃、壘球共計 6

隊 

參加約 120

人 

107 第 38 屆大學交通盃 羽球隊、壘球隊、桌球隊、

籃球隊(男、女)、排球隊

(男、女) 共計 7 隊 

參加約 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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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8 篇 17 篇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1 8 2 0 0 17 
 

具體

成果 

1. 林振榮 - 公共腳踏車系統設計模型實用分析(TSSCI) 

2. 吳繼虹 - 機車騎士對於兩段式左轉之認知與遵行行為之探討(TSSCI) 

落後

原因

說明 

有部份老師於 107 年底投稿，尚未被接受，無法計算於內。 

具體

改善

措施 

於系務會議鼓勵教師發表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62 次 1157 次 

執行單位 運輸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依據 web of sciense 系統查詢，本系歷年 SCI 與 SSCI 期刊論文被引用之次數共計

1157 次。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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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4件 862萬元/ 

7 件 444 萬元 

16 件 1402.09 萬元

/8 件 824.89 萬元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6 件，總金額計 14,020,940 元。 

與海洋相關計晝共 8 件，總金額計 8,248,94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運輸系 11  8,814,440  0  0  5  5,206,500  16  14,020,940  

與海洋相關計晝共 8 件，總金額計 8,248,940 元。 

姓名 專案案名 計劃總金額 

李信德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迴避替代方案可行性及環評工

作-快時操船模擬試驗 
2,570,000 

高聖龍 立方衛星酬載 AIS 建構海域監測系統(1/2) 1,735,440 

桑國忠 
服務氣候在海運承攬運送業之研究：前置因素及其對與

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 
1,004,000 

高聖龍 107 年度電動船政策執行委託案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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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德 
「彰濱離岸風電運維基地計畫」規劃作業委託技術服務

案-快時操船模擬試驗 
883,500 

黃聖騰 
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改良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法:以海運

承攬運送業為例之實証研究 
651,000 

李信德 智慧船舶自主導引航行技術開發 600,000 

李信德 結合船舶領域與導航法之船舶自動避碰系統開發研究 495,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50 萬元 

執行單位 運輸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0 件。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50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運輸系 高聖龍 道路行車溝通方法及其裝置 500,000 
 

 

(四) 輪機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9人次/ 14人 25人次/ 12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輪機系 18 10 7 2 25 12 
 

落後

原因

說明 

落後因素為少子化、大環境經濟不景氣，還有本系推動進階海上實習政策，鼓勵

學生實習六個月，及上船工作有優渥的薪資，導致學生報考研究人數銳減。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大三、大四學生報考本系五年一貫，並宣傳學校提供獎學金。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 人次/ 4 人 17人次/ 11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輪機系 14 10 3 1 1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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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5 人 1 隊/15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活動時間：107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0 日 

具體

成果 

於輪機營已停辦兩屆，故在行程規畫及事前協調都有不足之處。活動中應該能融

入更多輪機實作的時間，使學員能對輪機系更加印象深刻，且活動不幸碰上颱風，

下次應有更完善的雨天備案，使學員能盡興體驗。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5 次 35 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高中師生蒞校參訪活動。 

2. 舉辦 2018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3. 郵寄輪機系簡介。 

具體

成果 

1. 107 年 5 月 5 日舉辦 2018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與新鮮人及家長進行

互動交流。（1 場） 

2. 107 年 8 月 18 日舉辦 107 學年度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會活動，與新鮮

人及家長進行互動交流。（1 場） 

3. 宣傳簡介寄至大台北區高中 20 份（板橋高中、泰山高中、雙溪高中、金山高

中、中崙高中、育成高中、成淵高中、麗山高中、成功高中、松山高中、西松

高中、大直高中、百齡高中、陽明高中、永春高中、內湖高中、南湖高中、南

港高中、華江高中、大理高中），公立高職 2 份（松山工農、南港高工）。 

4. 系學會宣傳招生的重點對象放在基隆的高中學生，將基隆 7 所高中--基隆高中、

安樂高中、暖暖高中、二信高中、中山高中、八斗高中、基隆女中 ，一所高

職—基隆海事 列為宣傳重點，並規劃一所高中至少跑二至三次宣傳，每次每

所高中發出宣傳單 50 份以及在指考時段裡在二類組考場張貼海報及家長休息

區發宣傳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5 月 5 日舉辦 2018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2. 107 年 8 月 18 日舉辦新生家長日座談會。 

具體

成果 

1. 107 年 5 月 5 日舉辦 2018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與新鮮人及家長進行互

動交流，活動地點於本系 TEC109 遠距教學教室。（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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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107 年 5 月 5 日舉辦 2018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 

圖右：107 年 8 月 18 日舉辦 107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在九淵廳 

 

2. 107 年 8 月 18 日 107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與新鮮人及家長進

行互動交流，活動地點於延平技術大樓地下一樓九淵廳。（1 場）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0 篇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具體

改善

措施 

加強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 張津豪 輪機工程學系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海運學院 107/01/04-1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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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1 人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輪機系 碩 2 徐知遠 
107/06/27- 

107/06/30 
泰國 國際進階科技創新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輪機系 B 周谷翰 
2018/03/01- 

2018/07/16 
大陸地區 上海海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10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輪機系 
大學

部 
許嘉祐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

夏令營 

2 輪機系 
大學

部 
黃渤宇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3 輪機系 
大學

部 
王之佐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4 輪機系 
大學

部 
黎昱謙 

107/07/31- 

107/0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5 輪機系 
大學

部 
黎昱謙 

107/7/31- 

107/9/10 
澳洲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6 輪機系 
大學

部 
郭育承 

107/7/31- 

107/9/10 

中國、越南、香港、

日本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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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輪機系 
大學

部 
謝羽妍 

107/7/31- 

107/9/10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8 輪機系 
大學

部 
游媄雯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9 輪機系 
大學

部 
陳語涵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10 輪機系 
大學

部 
王之佐 

107/7/2- 

107/7/22 
中國 非課程實習交流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25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號 姓名 性別 實習期間 實習單位 

1 輪機工程學系 0036A036 巫柏冠 男 2018/1/27-2018/8/26 陽明 

2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04 林濬澤 男 2018/1/27-2018/8/26 長榮 

3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28 方宏澤 男 2018/1/27-2018/8/26 長榮 

4 輪機工程學系 0036A018 廖晟佑 男 2018/1/27-2018/8/26 陽明 

5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27 韓孟禎 男 2018/1/27-2018/8/26 萬海 

6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24 林昶佑 男 2018/1/27-2018/8/26 萬海 

7 輪機工程學系 0036A011 陳麗伊 女 2018/1/27-2018/8/26 長榮 

8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50 林妮嬑 女 2018/1/27-2018/8/26 長榮 

9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03 李貫宇 男 2018/1/27-2018/8/26 長榮 

10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02 簡睿樟 男 2018/1/27-2018/8/26 長榮 

11 輪機工程學系 0036A043 劉純宇 男 2018/1/27-2018/8/26 長榮 

12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54 楊龍傑 男 2018/1/27-2018/8/26 長榮 

13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10 紀朝凰 男 2018/1/27-2018/8/26 長榮 

14 輪機工程學系 0036A041 黃冠穎 男 2018/1/27-2018/8/26 陽明 

15 輪機工程學系 00352126 林煥璋 男 2018/1/27-2018/8/26 台塑 

16 輪機工程學系 0036A047 張祐寧 男 2018/1/27-2018/8/26 萬海 

17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53 林承煒 男 2018/1/27-2018/8/26 陽明 

18 輪機工程學系 0036A008 高偉睿 男 2018/1/27-2018/8/26 長榮 

19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17 劉和穎 男 2018/1/27-2018/8/26 陽明 

20 輪機工程學系 0036A202 鄒翔安 男 2018/1/27-2019/1/26 台塑 

21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07 吳承淵 男 2018/1/27-2019/1/26 中鋼 

22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13 楊承璋 男 2018/1/27-2019/1/26 中鋼 

23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14 簡漢承 男 2018/1/27-2019/1/26 尼米克 

24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22 黃晴昀 女 2018/1/27-2019/1/26 友聖 

25 輪機工程學系 0036D021 黃于庭 女 2018/1/27-2019/1/26 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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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 77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班   級 學生人數 報考英檢人數 

能源 1A 42 10 

能源 2A 41 10 

能源 3A 44 7 

能源 4A 37 8 

動力 1A 49 12 

動力 2A 52 11 

動力 3A 66 10 

動力 4A 55 9 

總計 427 7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27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於 107 年度第一學期經各班班代調查結果： 

班   級 學生人數 報考英檢人數 通過英檢人數 

能源 1A 42 10 4 

能源 2A 41 10 3 

能源 3A 44 7 4 

能源 4A 37 8 3 

動力 1A 49 12 4 

動力 2A 52 11 4 

動力 3A 66 10 3 

動力 4A 55 9 2 

總計 427 77 27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 3 門 

執行單位 輪機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目前本系校外實習課程分為第一階段船上實習、第二階段船上實習及海上進階實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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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船上實習：開設於大學部一年級能源組與動力組兩班課程，供能源組

與動力組選修，實習時間大約每年 6 月底，讓學生上台華輪或是中遠之星，時

間安排大約 5~6 天。 

2. 第二階段船上實習：開設於大學部二年級動力組課程，供能源組與動力組共同

選修，實習時間大約每年 8 月底，讓學生上育英二號，時間安排大約 10 天。 

3. 海上進階實習：開設於大學部四年級動力組課程，供能源組與動力組共同選

修，實習時間為期六個月，學生上各家航運公司。 

具體

成果 

第一階段船上實習一門兩班（一年級能源組 42 人，一年級動力組 49 人） 

第二階段船上實習一門（二年級 76 人） 

進階海上實習一門（6 個月海上實習，四年級能源與組動力組共同選修課程 33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90 人 200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7 年度開設第一階段船上實習兩班(中遠之星)，第二階段船上實習一班(育

英二號)，6 個月海上進階實習一班，共三班，以及暑期校外陸上實習。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第一階段船上實習一年級能源組有 42 人，一年級動力組有 49 人。 

107 年度第二階段船上實習二年級有 76 人。  

107 年度 6 個月進階海上實習選修 33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1 家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 月 18 日與鼎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15 人 1 門/18 人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能源組開設再生能源課程。 

具體

成果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能源組開設再生能源課程，修課人數為 18 人。本課程討論了

解目前及未來在同時面對能源與環境挑戰時，運用適當再生能源作為解決方案的

可能性。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篇 7 篇 

執行單位 輪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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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具體

成果 

1. 鄭正忠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華健—截流板用於巡邏艇效果探討（與財團法人船

舶暨海洋研發中心合作） 

2. 許清堂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道祥—運用問題解決型 QC Story 提升船舶低速航

行主機性能-以陽明海運為列（與陽明海運合作） 

3. 林孝宇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林成原—化學轉化甘油為丙酮甘油作為燃油加氧劑

之研究（與中國石油公司合作） 

4. 吳鎮宇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張宏宜—自我還原 (Ca,Sr)S:Eu2+與微波均質

Y2O3:Eu3+製備藍光激發之奈米級紅光螢光粉研究（與工研院合作） 

5. 張家銘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張宏宜—(Ba,Sr)Fe O3 陰極材料穩定性及其與鈰基

電解質(LSBC)結合之電池特性研究（與工研院合作）    

6. 陳錦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李賢德—艉軸管多道銲接應力分析研究（與台灣造

船公司基隆廠合作） 

7. 李箭仲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華健—以影像技術監測基隆港之可行性初探（與基

隆港務局合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隊/60 人次 10 隊/60 人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1. 107 年 5 月 05 日～3 月 08 日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羽球項目北區預賽。（2 人次） 

2. 107 年 3 月 25 日～3 月 26 日大專盃排球聯賽。（3 人次） 

3. 107 年 4 月 29 日～5 月 10 日大專運動會。（3 人次） 

4. 107 年 5 月 05 日～5 月 10 日大專盃射箭比賽。（1 人次） 

5. 107 年 5 月 07 日～5 月 10 日大專運動會擊劍比賽。（2 人次） 

6. 107 年 5 月 06 日～5 月 10 日大專運動會游泳比賽。（1 人次） 

7. 107 年 5 月 23 日台南參加大機盃籃球比賽。（15 人次） 

8. 107 年 5 月 24 日參加大機盃排球比賽。（30 人次） 

9. 107 年 3 月 17 日～3 月 19 日參加大專盃籃球比賽。（2 人次） 

10.107 年 12 月 06 日參加大專盃足球比賽。（1 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9 篇 21 篇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21 1 0 0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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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100 次 3645 次 

執行單位 輪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經 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輯 內 索 引 之 來 源 項 目 的 引 用 ， 本 系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為 3645 次。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件 700萬元/ 

5 件 100 萬元 

11 件 725.53 萬元/ 

6 件 411.33 萬元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1 件，總金額計 7,255,300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共 6 件，金額計 4,113,3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輪機系 7  5,821,200  0  0  3  1,420,000  10  7,241,200  

(輪機

系)製造

暨材料

量測研

究中心 

0 0 0 0 1  14,100  1  14,100  

總計 7  5,821,200  0  0  4 1,434,100 11 7,255,300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3 2,748,200 0 0 3 1,365,100 6 4,113,300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近年來專任教師退休數位，皆已聘任專任教師補實，將盡可能的提升本系於

研究上的發表。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師分享

教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精進

之目的，以提升本系教師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業公司合作計畫之意願。 

 



9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0 元 2 件/82,100 元 

執行單位 輪機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2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全封閉縱搖滑軌波浪發電裝置 輪機系 王榮昌 TW 發明 

2 全封閉縱搖滑軌波浪發電裝置 輪機系 王榮昌 CN 發明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82,1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輪機系 張宏宜 船舶機電能轉換材利用開發研究 82,100 
 

 

(五) 海洋經營管理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 0 隊/ 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0 次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未至高中舉辦說明會。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會積極與各高中接洽、辦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於 107/5/5 舉行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2. 本系於 107/8/18 舉行新生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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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經管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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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1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 年參加英文檢定測驗共計 11 名學生。 

具體

成果 

考試類別 學號 姓名 總分 

*國際英文測驗(IELTS) 00677025 陳可安 7.0 

*多益測驗(TOEIC) 00677004 夏芸 635 

*多益測驗(TOEIC) 00677007 黃德瑋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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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測驗(TOEIC) 00677017 林亮曦 840 

*多益測驗(TOEIC) 00677021 袁長福 650 

校園多益考 00777007 康維珍 490 

校園多益考 00777015 王乙蓁 725 

校園多益考 00777016 許芷寧 615 

校園多益考 00777024 廖翊閔 530 

校園多益考 00777026 吳怡萱 755 

校園多益考 00777030 謝承澔 81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有 10 名學生於 107 年通過學校英文門檻 550 分。 

具體

成果 

考試類別 學號 姓名 總分 

*國際英文測驗(IELTS) 00677025 陳可安 7.0 

*多益測驗(TOEIC) 00677004 夏芸 635 

*多益測驗(TOEIC) 00677007 黃德瑋 580 

*多益測驗(TOEIC) 00677017 林亮曦 840 

*多益測驗(TOEIC) 00677021 袁長福 650 

校園多益考 00777015 王乙蓁 725 

校園多益考 00777016 許芷寧 615 

校園多益考 00777024 廖翊閔 530 

校園多益考 00777026 吳怡萱 755 

校園多益考 00777030 謝承澔 815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經管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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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次 0 隊/ 0 人次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0 篇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成立不久，但目前已有兩篇論文在出版中，尚未刊登。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教師積極投稿論文，以達預定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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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0 次 

執行單位 經管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教師之 SSCI 文章仍尚未公開。 

具體

改善

措施 

加強學術研究領域品質。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

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 50 萬元/ 

0 件 0 萬元 

2 件 80 萬元/ 

0 件 0 萬元 

執行單位 經管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2 件，總金額計 800,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經管系 1  600,000  0  0  1  200,000  2  80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經管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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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科院 

(一) 食品科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0人次/ 65人 165人次/ 71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食科系 94 38 71 33 165 7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次/ 20 人 59 人次/ 41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食科系 35 27 24 14 59 4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40 人 45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7 月 4-7 日共有 45 位學員報名參加「食品生技科學營」，營會活動安排校外參訪、

邀請專業老師分別安排課程，並將課程內容活潑化，讓每個學員都有動手參與其

中，特別安排學員成果發表會，團康與表演活動順利進行。讓學員參加能更盡興。 

具體
成果 

學生回饋反應效果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3 次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2 月 6 日協助招生組辦理新北市私立金陵女中至本系進行參訪活動 

107 年 7 月 21 日本系參加大學博覽會，協助說明本系特色 

108 年 1 月 30 日本系協助海洋科學營活動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次 

執行單位 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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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5 月 5 日新鮮人說明會，共有學生人數 25 人，家長人數 40 人 

107 年 8 月 18 日新生家長日活動，共有 41 人報名，隨行家長人數 75 人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80 萬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去年申請科技部與菲律賓大學合作計畫，未獲通過。因此落後。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老師繼續努力申請國際合作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3 篇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Wen-Jung Lu, Hsuan-Ju Lin, Thamarai K. Janganan  , Cheng-Yi Li  , Wei-Chiang 

Chin  , Vassiliy N. Bavro  and Hong-Ting Victor Lin. (2018) I 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VcaM from Vibrio cholerae is Dependent on the Outer 

Membrane Factor Family for Its Func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19:14(1000) 

2. In Silico Analysis of Bioactive Peptides Released from Giant Grouper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Roe Proteins Identified by Proteomics Approach,2018, Panjaitan, 

FCA  ; Gomez, HLR  ; Chang, YW. MOLECULES(23) 11 

3. Time-temperature abuse in the food cold chain: Review of issues,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2018) Ndraha, N  ; Hsiao, HI ; Vlajic, J ; Yang, MF  ; Lin, HTV. 

FOOD CONTROL(89):12-2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3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3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 高楷韻 食品科學系 日本九州大學 2018/09/25-2019/02/28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Panjaitan,%20FCA&ut=29219873&pos=1&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Panjaitan,%20FCA&ut=29219873&pos=1&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Gomez,%20HLR&ut=29224941&pos=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Chang,%20YW&ut=194105&pos=3&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Ndraha,%20N&ut=11373793&pos=1&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Hsiao,%20HI&ut=1780199&pos=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Vlajic,%20J&ut=5026514&pos=3&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Yang,%20MF&ut=284735&pos=4&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E1oMaeUOrGXypFMrHfS&field=AU&value=Lin,%20HTV&ut=2828053&pos=5&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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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怡靜 食品科學系研究所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 2018/08/27-2019/04/26 

3 陶子薇 食品科學系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 2018/08/29-2019/04/3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4 人次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食科系 
五年一

貫碩 1 

麥哲綸 2018/04/25- 

2018/04/27 
瑞典斯德哥爾摩 歐洲研討會－國際食品保護協

會 

2 食科系 
碩 2 胡煜 2018/07/15- 

2018/07/18 
美國芝加哥 第十八屆美國食品科技學會年

會與展覽會 

3 食科系 
碩 2 柯芬妮 2018/11/05- 

2018/11/07 
德國柏林 第 4 屆食品化學與科技國際研

討會 

4 食科系 
碩 1 謝欣庭 2018/11/05- 

2018/11/07 
德國柏林 第 4 屆食品化學與科技國際研

討會 
 

落後
原因
說明 

碩士班學生有二位原訂歐洲參加國際研討會，出發前三週發現研討會大會內容說

明不清楚，經查詢該飯店並無安排舉辦，因此取消出國發表。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系上老師有機會帶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增加學生國際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4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食科系 
碩士

班 
魏豪育 

2018/02/28- 

2018/07/22 
大陸地區 上海海洋大學 

2 食科系 
大學

部 
陳佩君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江南大學 

3 食科系 
大學

部 
張芷維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江南大學 

4 食科系 
大學

部 
陳翰陞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4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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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食科系 M 季明萱 
2018.10.01- 

2019.03.31 
日本 北海道大學 

2 食科系 B 李欣珂 
2018.09.01- 

2018.12.31 
韓國 中央大學 

3 食科系 B 黃子娟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4 食科系 碩二 何佳玲 
20180930- 

20190301 
愛爾蘭科克 愛爾蘭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17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食科系 
大學

部 
蔡旻真 

2018/07/12- 

2018/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營 

2 食科系 
大學

部 
陳仲輝 

2018/07/26- 

2018/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3 食科系 
研究

所 
柯芬妮 

2018/07/26- 

2018/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4 食科系 
研究

所 
諾達里 

2018/07/26- 

2018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5 食科系 B 蘇柏軒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6 食科系 B 吳忻儒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7 食科系 B 王貝如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8 食科系 B 吳艾萍 
2018/07/23- 

2018/08/03 
韓國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9 食科系 B 陳映如 
2018/07/09- 

2018/07/19 
澳洲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0 食科系 B 黃映綺 
2018/07/16- 

2018/07/31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1 食科系 B 張浩秦 
2018/07/16- 

2018/07/31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2 食科系 B 陳籽伍 
2018/07/16- 

2018/07/31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3 食科系 B 吳冠潔 
2018/07/16- 

2018/07/31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4 食科系 
大學

部 
王映菩 

2018/08/16- 

2018/08/29 
泰國 泰國國際志工服務隊 

15 食科系 
大學

部 
陳泇嬑 

2018/12/22- 

2018/12/29 
大陸地區 自費 

16 食科系 
大學

部 
高玫萱 

2018/12/22- 

2018/12/29 
大陸地區 自費 

17 食科系 日間 黃羽豪 
2018/11/18- 

2018/11/33 

大陸地區(山

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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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7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系級 學號 姓名 實習期間 實習機構(含實習地點) 

食科食科組 

2 年級 
00539059 溫家銘 2018/07/09~2018/09/9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印尼

廠)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54 秦佳森 2018/07/09~2018/09/9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印尼

廠) 

食科碩士班 10632013 謝宇恬 2018/06/27~2018/09/03 Canadian Grain Comm. Buildings 

食科食科組 

3 年級 
00439018 黃千晏 2018/06/29~2018/09/2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Visayas 

食科生技組 

3 年級  
0043A020 周吟庭 2018/06/29~2018/09/2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Visayas 

食科生技組 

3 年級  
00439046 李宜臻 2018/06/29~2018/09/2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Visayas 

食科食科組 

3 年級 
00439022 張采暄 2018/06/27~2018/08/31 加拿大溫尼伯農業部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239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經學校教務處系統查詢 107 年度大學部報考英文多益及英檢共有 239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人 228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超越指標 107 年度通過英文檢定多益及英檢人數，符合學校多益 550 分以上共有

228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2 門 

執行單位 食科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食品產業校外實習(I) 2 門為實習時間 1-2 個月，由不同老師負責 

食品產業校外實習(II) 1 門為實習時間為一學期。 

 



10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 人 43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實習期間 
實習機構 

(含實習地點) 

1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28 吳怡徵 女 
107/07/02~1

07/08/31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
發展研究所 

2 
食科生技
組 2 年級  

0053A023 賴湘如 女 
107/07/02~1

07/08/31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
發展研究所 

3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02 翁陶鈞 男 

107/07/02~1

07/08/31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

發展研究所 

4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49 陳玉瑄 女 
107/07/02~1

07/08/31 

聯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5 
食科食科

組 2 年級 
00539008 徐瑋聆 女 

107/07/09~1

07/08/31 

聯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6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49 張皓翔 男 
107/07/02~1

07/08/31 

聯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7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16 陳欣 女 
107/07/02~1

07/08/31 

聯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8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57 劉佳媛 女 

107/07/02~1

07/08/31 

聯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9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1042 黃晏屏 女 
107/07/02~1

07/08/31 

聯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10 
食科食科

組 2 年級 
00539059 溫家銘 男 

107/07/09~1

07/09/9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印尼廠) 

11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54 秦佳森 男 
107/07/09~1

07/09/9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印尼廠) 

12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21 林柏倫 男 

107/07/02~1

07/08/31 

高雄晉欣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13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1044 林翊琪 女 
107/07/09~1

07/08/31 

高雄晉欣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14 
食科生技
組 2 年級  

0053A015 林旌頡 男 
107/07/02~1

07/08/31 

高雄晉欣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15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55 吳惟寧 男 

107/07/02~1

07/08/31 

高雄晉欣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16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20 黃鏡蓉 女 
107/07/02~1

07/08/31 

高雄晉欣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17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46 蕭家翔 男 
107/07/02~1

07/08/31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18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11 謝翔宇 男 

107/07/02~1

07/08/31 

大自然生機股份有

限公司 

19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21 林春甫 男 
107/07/02~1

07/08/31 

大自然生機股份有
限公司 

20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39 李欣玫 女 
107/07/02~1

07/08/31 

大漢酵素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1 
食科生技
組 2 年級  

0053A001 李維哲 男 
107/07/02~1

07/08/31 

大漢酵素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2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54 黃桂霞 女 
107/07/02~1

07/08/31 

豐盈股份有限公司 

23 食科食科 00439057 蔡青蓉 女 107/07/02~1 豐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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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3 年級 07/08/31 

24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11 許哲瑋 男 

107/08/01~1

07/08/31 

 旗山龍鳳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25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51 黃鈴鈴 女 
107/07/02~1

07/08/31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 

26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32 莊雅喬 女 
107/07/02~1

07/08/31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 

27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53A203 吳浩維 男 
107/07/02~1

07/08/31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
食品工業技術研究
所 

28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44 詹泓諭 男 
107/07/02~1

07/08/31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
公司 

29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52 廖寶健 男 

107/07/02~1

07/08/31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

公司 

30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04 黃彥竣 男 

107/07/02~1

07/08/31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

公司 

31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37 梁永祥 男 
107/07/02~1

07/08/31 

旺默食品企業有限
公司 

32 
食科食科
組 2 年級 

00539023 丁彥書 女 
107/07/02~1

07/08/31 

華福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33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33 張祐誠 男 

107/07/02~1

07/08/31 

碁富食品企業有限

公司 

34 
食科碩班 

10632013 謝宇恬 女 
107/06/27~1

07/09/03 

Canadian Grain 

Comm. Buildings 

35 
食科碩士

班 
10632026 張嫆欣 女 

107/06/27~1

07/08/31 

加拿大溫尼伯農業

部 

36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27 朱靖葳 女 
107/07/02~1

07/07/31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37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07 吳渝萱 女 

107/08/01~1

07/08/31 食品藥物管理署 

38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3012 李菱 女 

107/07/02~1

07/08/3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 

39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18 黃千宴 女 
107/06/29~1

07/09/2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Visayas 

40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A020 周吟庭 女 

107/06/29~1

07/09/2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Visayas 

41 
食科生技
組 3 年級  

00439046 李宜臻 女 
107/06/29~1

07/09/2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Visayas 

42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22 張采暄 女 
107/06/27~1

07/08/31 

加拿大溫尼伯農業
部 

43 食科食科

組 3 年級 

00439061 肖潤秋 女 
107/08/1~10

7/08/32 

大陸國家城市供水
水質監測網珠海監

測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家 8 家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結盟產業:旺默食品、德瑞特生技、佳展生技、暐凱國際、全國公證、聯華食品、

中華海洋、大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提供學生實習、技術輔導等 

http://www.518.com.tw/%E5%A4%A7%E9%86%87%E9%A3%9F%E5%93%81%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company-4538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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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4 人 7 門/289 人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行銷與產業經營管理 42 人 

專利智財與技術鑑價 34 人 

智慧農業供應鏈管理 37 人 

新穎食品實務實作 27 人 

新穎食品實務 74 人 

前瞻食品保鮮與加工關鍵技術 43 人 

保健與高齡食品之開發與管理 32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6 篇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相關研究生論文與產業合作的部分，共有 6篇: 

研究生 論文題目 

呂逸承 馬祖淡菜水萃物對高脂飲食雄性大鼠之生殖保護作用 

李建璋 探討調氣包裝牛肉於不同處理時間品質之變化 

施紅旭 食品添加物業者法規符合性之查核與輔導探討 

張凱真 微生物風險評估應用於低溫食品倉儲及運輸溫度管理之研究  

陳宇庭 小分子褐藻醣膠抑制γ-放射線及 TGF-β1誘導纖維化之機制探討 

陳科文 應用欄柵技術改善冷凍麻糬製程-以包餡麻糬為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 5 人次 6 隊/27 人次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共有 27 位學生組成 6 隊參加校內創新創業競賽，另選拔 1 隊代表參加校外比賽獲

獎。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5 篇 39 篇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39 1 0 0 0 39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JGodL/record?r1=11&h1=2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JGodL/record?r1=14&h1=2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JGodL/record?r1=29&h1=2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JGodL/record?r1=39&h1=2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JGodL/record?r1=42&h1=2
http://ethesys.lib.nto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JGodL/record?r1=48&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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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900 次 11045 次 

執行單位 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經 Web of Science 資料系統查詢歷年引用次數為 11045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 件 2500 萬元/ 

10 件 800 萬元 

56 件 4007.55 萬

/16 件 1254 萬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56 件，總金額計 40,075,465 元。其中海洋相關計畫有 16 件，共計

12,540,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食科系 15  21,942,000  4  4,861,100  37  13,272,365  56  40,075,46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件/100 萬元 1 件/247 萬元 

執行單位 食科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1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石蓴多醣複合薄膜之製備與生物活性 食科系 黃意真 TW 發明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247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食科系 蔡敏郎 爆玉米花膨發技術及其添加物最適條件 270,000 

2 食科系 陳冠文 超高壓食品技術的應用 100,000 

3 食科系 龔瑞林 馬祖淡菜與裙帶菜之保健成份分析 400,000 

4 食科系 吳彰哲 具免疫調節及抗癌之海木耳食品配方 500,000 

5 食科系 吳彰哲 具免疫調節及抗病毒之馬尾藻食品配方 200,000 

6 食科系 吳彰哲 藻油抗癌配方 800,000 

7 食科系 方翠筠 
重組分子量標準蛋白在大腸桿菌表現與其

回收純化之最適化探討 
200,000 

 

落後
原因
說明 

專利數量未達標準，但是技轉金額超過指標。 

目前尚有專利預計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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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新進教師產學合作，增加專利申請及產學技轉的能量。 

 

(二) 水產養殖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0人次/ 45人 81人次/ 44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養殖系 52 25 29 19 81 44 
 

落後

原因

說明 

部份考生錄取後，雖然有前來報到，但於註冊前決定放棄就讀碩士班，轉而投入

職場就業。 

具體

改善

措施 

強化學生於就讀碩士班期間和產業之連結。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人次/ 30人 40人次/ 33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養殖系 26 20 14 13 40 3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45 人 1 隊/49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3 日辦理「2018 養殖生物科技營」，參與學員情形如下： 

學員所屬學校 學員人數 

三民高中 1 

中大壢中 1 

六家高中 1 

內湖高中 1 

台南海事 11 

光仁高中 1 



114 

育成高中 2 

協同中學 2 

和平高中 1 

花蓮高中 1 

金門農工 1 

金陵女中 3 

建國高中 1 

建臺高中 2 

家齊高中 2 

海星高中 1 

基隆海事 10 

華江高中 1 

明德高中 1 

新北高中 1 

壽山高中 1 

旗美高中 1 

麗山高中 2 

總計 49 
 

具體

成果 

計有 23 所高中職學校，49 學員參加本營隊，藉以增進學員們對水產養殖及本學

系以及學校的認識與了解。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1 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藉由本系舉辦營隊之際，於 107 年 4 月 13 日發送營隊活動文宣及系簡介至全國各

高中職校計 259 所，進行招生宣傳。 

具體

成果 
提昇本系與高中職校之聯結度。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05.05 於本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舉辦「新鮮人說明會活動」，與會人數計 39 人。 

107.08.18 於本系水生動物實驗中心舉辦「新生說明會暨家長日活動」，與會人數

計 81 人。 

具體

成果 

使新生們能更佳瞭解本系，並提升其就讀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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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件/1200 萬元 1 件/315 萬元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件/315 萬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養殖系 張清風 
臺法(FR)國合計畫-神經胜肽在海洋

動物之研究(4/4) 
3,150,000 科技部 

107/1/1~ 

107/12/31 
 

落後

原因

說明 

107 年仍有繼續執行帛琉共和國天然資源環境暨觀光部之帛琉共和國農漁業輔導

計畫，約計 1500 萬元；預計今(108)年度才會撥入計畫經費，所以加入本計畫經

費後即可達原訂之目標值。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6 篇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probiotic Bacillus licheniformis Dahb1 improves growth 

performance, mucus and serum immune parameters,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y as 

well as resistance against Aeromonas hydrophila in tilapia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India) 

2. Two new species of the conger eel genus Bathycongrus (Anguilliformes: Congridae) 

from Taiwan (USA) 

3. Thermal tolerance and locomotor activity of blue swimmer crab Portunus pelagicus 

instar rear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Malaysia) 

4. Female-to-male sex reversal in orange-spotted grouper (Epinephelus coioides) 

caused by overexpressing of Amh in vivo (Peoples R China) 

5. PRE-SPAWNING SNOUT-GRIPPING BEHAVIORS OF GYMNOTHORAX 

PICTUS AND GYMNOTHORAX THYRSOIDEUS (MURAENIDAE) IN 

CAPTIVITY (Malaysia) 

6. Gonadal development and expression of sex-specific genes during sex 

differentiation in the Japanese eel (France)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27 葉于愷 水產養殖學系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 107/09/01-10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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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學生選擇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的補助方式和前往之國家均有其考量，107 年度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含指標 2-5-1 及 2-5-2）的學生總人數目標值為 6 人，實際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的人數也為 6 人，但本項人數僅 1 人。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同學申請各項補助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以提昇未來之競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人次 2 人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養殖系 博 2 賴玫伊 
107/10/22- 

107/10/26 
菲律賓卡瓦延 

第 1 屆國際氣候變遷適應及減

輕風險管理技術會議 

2 養殖系 碩 2 葉翰揚 
107/10/22- 

107/10/26 
菲律賓卡瓦延 

第 1 屆國際氣候變遷適應及減

輕風險管理技術會議 
 

落後

原因

說明 

107 年度獲學校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研討會人次僅 2 人，但 107 年度本系另

獲「第 13 屆中國(福州)國際海洋暨漁業博覽會」承辦單位補助，共計 41 名學生

於 2018/05/31-2018/06/02 前往參加該博覽會，實際提昇學生國際視野之成效提高

許多。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老師能向學校多申請補助讓同學能赴國外參加國際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4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 

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 

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養殖系 
大學

部 
梁晏甄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2 養殖系 
大學

部 
張峻魁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中國海洋大學 

3 養殖系 
大學

部 
梁群溢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廣東海洋大學 

4 養殖系 
大學

部 
陳誼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中國海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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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 

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 

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養殖系 
大學

部 
蔡佩珊 

2018.09.01- 

2019.04.30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 48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養殖系 
學士

班 
姜立中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 養殖系 
學士

班 
林銘昱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 養殖系 
學士

班 
李浚維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4 養殖系 
學士

班 
吳秉威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5 養殖系 
學士

班 
王麒昇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6 養殖系 
學士

班 
陳斯瀚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7 養殖系 
學士

班 
李翔宇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8 養殖系 
學士

班 
周以德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9 養殖系 
學士

班 
張育誠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0 養殖系 
學士

班 
盧信榮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1 養殖系 
學士

班 
李貫禎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2 養殖系 
學士

班 
廖紫妍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3 養殖系 
學士

班 
林以真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4 養殖系 
學士

班 
楊雅淇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5 養殖系 
學士

班 
郭晏如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6 養殖系 
學士

班 
徐鈺婷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7 養殖系 
學士

班 
楊興安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8 養殖系 
學士

班 
蘇伯睿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19 養殖系 
學士

班 
蘇品睿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0 養殖系 
學士

班 
呂友喆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1 養殖系 
學士

班 
陳澤民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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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養殖系 
學士

班 
章育銓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3 養殖系 
學士

班 
葉耀駿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4 養殖系 
學士

班 
沈維繹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5 養殖系 
學士

班 
鄭雅琪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6 養殖系 
學士

班 
吳秉宸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7 養殖系 
學士

班 
林尚衡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8 養殖系 
學士

班 
曾裕銘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29 養殖系 
學士

班 
盧品勳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0 養殖系 
學士

班 
徐子雄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1 養殖系 
學士

班 
張峻魁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2 養殖系 
學士

班 
梁晏甄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3 養殖系 
學士

班 
喬振維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4 養殖系 
學士

班 
羅廣元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5 養殖系 
學士

班 
許正俞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6 養殖系 
學士

班 
鄭元勛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7 養殖系 
學士

班 
吳魏辰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8 養殖系 
學士

班 
蕭鈺淳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39 養殖系 
學士

班 
洪得威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40 養殖系 
學士

班 
陶奕璋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41 養殖系 
學士

班 
陳聖航 

2018/05/31- 

2018/06/02 
大陸地區 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 

42 養殖系 B 林紘維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43 養殖系 B 謝佳樺 
2018.07.16- 

2018.08.05 
越南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4 養殖系 B 黃舒寗 
2018.07.16- 

2018.08.05 
越南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5 養殖系 B 何宜恬 
2018.07.16- 

2018.08.05 
越南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6 養殖系 B 陳俞君 
2018.07.16- 

2018.08.05 
越南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7 養殖系 
學士

班 
李芷萍 

2018/07/02- 

2018/07/09 
大陸地區 自費 

48 養殖系 
大學

部 
毛鈞加 

20181222- 

20181229 
大陸地區 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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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15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海外實習人數如下： 

實習單位 實習人數 

汶萊 Golden 公司(Golden Corporation Sdn Bhd) 10 

浙江水產總局 5 

總計 15 
 

具體

成果 

拓展學生視野，提昇職場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人 74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學期 1062 1071 
總計 

類別/年級 2 3 4 5 1 2 3 4 5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1 
 

1 

*多益測驗(TOEIC) 2 
 

13 1 
 

2 
 

7 1 26 

*紙筆托福測驗(ITP) 
    

1 
    

1 

*國際英文測驗(IELTS) 
  

1 
      

1 

校園多益考 2 1 18 2 
  

3 19 
 

45 

總計 4 1 32 3 1 2 3 27 1 74 
 

具體

成果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36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通過英檢情形： 

序號 考試類別 學年期 年級 姓名 總分 

1 *多益測驗(TOEIC) 1062 4 吳佰謙 895 

2 *多益測驗(TOEIC) 1062 4 張雅薇 805 

3 *多益測驗(TOEIC) 1062 4 賴彩玲 760 

4 *多益測驗(TOEIC) 1062 2 王哲民 690 

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5 錢靜雯 685 

6 *多益測驗(TOEIC) 1062 4 劉德癸 665 

7 *多益測驗(TOEIC) 1062 4 黃舒寗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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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益測驗(TOEIC) 1062 4 陳美琪 615 

9 *多益測驗(TOEIC) 1062 2 宋軒芃 585 

1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4 謝佳樺 580 

11 *多益測驗(TOEIC) 1062 4 詹惟任 560 

12 *國際英文測驗(IELTS) 1062 4 江葭琛 5 

13 校園多益考 1062 4 曾嘉建 830 

14 校園多益考 1062 4 鄭勝文 735 

15 校園多益考 1062 2 袁士峰 720 

16 校園多益考 1062 5 王香蘭 710 

17 校園多益考 1062 3 許昱傑 620 

18 校園多益考 1062 4 洪浚維 615 

19 校園多益考 1062 4 曾家順 575 

20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1071 4 楊博汶 中級複試以上 

21 *多益測驗(TOEIC) 1071 4 王軒芃 830 

22 *多益測驗(TOEIC) 1071 5 賴雨彤 780 

23 *多益測驗(TOEIC) 1071 4 李澤凱 710 

24 *多益測驗(TOEIC) 1071 4 唐立承 645 

25 *多益測驗(TOEIC) 1071 4 黃志軒 615 

26 *多益測驗(TOEIC) 1071 2 楊雅淇 590 

27 *多益測驗(TOEIC) 1071 2 郭晏如 565 

28 *紙筆托福測驗(ITP) 1071 1 鄭喬方 530 

29 校園多益考 1071 4 蔡佳峰 890 

30 校園多益考 1071 4 黃郁庭 850 

31 校園多益考 1071 4 林佑政 715 

32 校園多益考 1071 4 陳柏安 680 

33 校園多益考 1071 4 張明弦 635 

34 校園多益考 1071 4 郭櫂寬 620 

35 校園多益考 1071 4 董哲武 615 

36 校園多益考 1071 4 左崴宇 585 
 

具體

成果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1 門 

執行單位 養殖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年度僅大三(為期二個月)之「水產養殖實習」課程一門，大四(為期六個月)之「水

產養殖產業實習」課程本年度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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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提昇學生實作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落後

原因

說明 

原先開設大四(為期六個月)之「水產養殖產業實習」課程因實習單位本年度無提

供名額，所以停開一年。 

具體

改善

措施 

107 年度會持續接洽實習單位提供實習名額。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0 人 68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大學部三年級「水產養殖實習」實習單位及實習人數如下： 

實習單位 實習人數 

中央研究院細生所 3 

中央研究院臨海工作站(宜蘭) 1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10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港生技研究中心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台南分所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成功) 3 

汶萊 Golden 公司(Golden Corporation Sdn Bhd) 10 

邰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屏東泰國蝦養殖場 1 

浙江水產總局 5 

貢寮種苗繁殖場 2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2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4 

雲林口湖曾燦煌養殖戶 4 

澎湖縣政府水產種苗繁殖場 4 

總計 68 
 

具體

成果 

提昇學生實作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 

落後

原因

說明 

每學年均會提供足夠實習名額讓學生們自己選擇，但校外實習課程為選修課程，

每學年學生申請校外實習意願不一，只能鼓助並無法強迫學生修讀。 

具體

改善

措施 

今年實習學生人數離目標值尚有些距離，將會持續鼓勵學生申請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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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家 32 家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7 年度與產業(合作)結盟情形如下：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龍佃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南璋股份有限公司 

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東晟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芝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聖鯛水產科技 

益華台灣鯛單性魚苗繁殖場 

柏登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錦鯉網 

藻美學生技有限公司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銪鑫股份有限公司 

遠流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星格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藍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筑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尚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沅祥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鳳三設計工作室 

通潤股份有限公司 

漁匠水產有限公司 

紳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同企業 

具體

成果 

透過與業界的緊密合作，除了提供業界相關諮詢與服務外，也能有效將研究成果

應用於產業，使產學能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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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人 0 門/ 0 人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篇 15 篇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詳情如下： 

序號 論文名稱 

1 開發新型疫苗佐劑對抗石斑魚虹彩病毒 

2 不同維生系統對石斑魚循環水系統水質之影響 

3 利用 RNAi 及 DNA 疫苗來抑制石斑魚神經壞死病毒及虹彩病毒的感染 

4 
飼料中添加活麵包酵母菌、破壁酵母與酵母副產品對點帶石斑成長及體組

成之影響 

5 不同添加劑在不同時間對白蝦抗氧化能力之比較 

6 大麒麟菜之養殖、低劑量鈷-60 輻射激效及其多醣體分析之研究 

7 仔魟馴餌飼料開發 

8 
微細藻(Tetraselmis chui)密度、打氣量、溫度以及幼苗飼育密度對長額米

蝦(Caridina longirostris)幼苗培育之影響 

9 飼料中添加益生菌對白蝦密閉式養殖系統水質、成長與免疫之影響 

10 飼料中添加免疫刺激物對白蝦成長及免疫之影響 

11 益生菌對多齒米蝦 (Caridina multidentata) 活存及成長之影響 

12 
不同箱網材質對弧菌抑制及生物附著之影響與對龍虎斑之成長、活存及銅

蓄積之影響 

13 海帶發酵物對抗石斑魚神經壞死病毒之研究 

14 
糊化澱粉與非糊化木薯澱粉以等能量取代飼料蛋白對珍珠龍膽石斑成

長、血液生化值、消化率之影響 

15 冬青葉馬尾藻(Sargassum ilicifolium)人工育苗技術研究 
 

具體

成果 
使學術成果能應用於產業面。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50 人次 1 隊/70 人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團體組--參加 107 年全國大專生物盃-羽球項目獲冠軍，女排項目獲季軍。 

2. 另分別還參加男籃、女籃、男排、壘球等項目，參加人員約 70 人。 

具體

成果 

提昇學生們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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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篇 29 篇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29 0 0 0 0 2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000 次 11,825 次 

執行單位 養殖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引用文獻報告: 557 

(從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 

您已檢索：地址: (Natl Taiwan Ocean Univ, Dept Aquaculture) 

找到的結果:557 

被引用次數總和:11,825 

被引用次數總和 (不含自我引用):10,699 

引用文獻:8,146 

引用文獻 (不含自我引用):7,814 

每個項目平均引用次數:21.23 

h-index:5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

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件 4200萬元/ 

25 件 4200 萬元 

431 件 1 億 1415.64 萬元/ 

40 件 1 億 246.62 萬元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執行之計畫均與海洋相關，扣除檢驗案及國合會碩士專班計劃經費，計

畫總件數共 40 件，總金額計 102,466,246 元。 

（備註：計畫總件數共 431 件，總金額計 114,156,446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養殖系 10  32,592,000  21  49,811,776  11  23,912,470  42  106,316,246  

(養殖

系)水產

品產銷

0 0 0 0 389  7,840,200  389  7,8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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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驗

證暨檢

驗中心 

總計 10  32,592,000  21  49,811,776  400 31,752,670 431 114,156,44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120 萬元 1 件/247 萬 4 千元 

執行單位 養殖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1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海藻養殖裝置及其方法 養殖系 李孟洲 TW 發明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2,474,0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養殖系 李孟洲 海藻及衍生生技產品之展示及維護技術 60,000 

2 養殖系 呂明偉 石斑魚兩吋苗養殖階段的臭氧應用方式 1,000,000 

3 養殖系 李孟洲 藻類知識教育指導 24,000 

4 養殖系 李孟洲 頂絲藻人工培養技術 790,000 

5 養殖系 黃之暘 
海馬培育用餌料批次培養、量能生產與商品

化應用技術 
300,000 

6 養殖系 黃之暘 
海馬培育用餌料批次培養、量能生產與商品

化應用技術 
300,000 

 

 

(三)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5 人次/ 35 人 39 人次/ 19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生科系 29 15 10 4 39 19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少子化、各校學系過多、高學歷就業環境不佳、薪資未成長，導致學生就讀

研究所意願降低。 

具體

改善

措施 

1. 鼓勵本系教師至其他大學演講、授課、參加研討會或擔任委員訪視時，置入性

行銷帶入本系特色、師資專長、研究領域，以開拓校外學生來源。 

2. 透過招生組協助安排，至補習班進行招生宣傳。 

3. 積極鼓勵與宣傳五年一貫的優勢，使本系學生多多申請五年一貫，提高學生報

考及就讀研究所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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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次/ 5 人 18 人次/ 12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生科系 14 10 4 2 18 1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30 人 1 隊/1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9 日(一)至 7 月 13 日(五)共五天四夜，課程內容：瞭解生

物科技的奧秘，黃豆基改檢測、藻類標本製作、3D 列印試作、海藻手工香皂 DIY

等活動。 

具體

成果 

藉由投影片簡介介紹課程原理，讓同學們更了解實驗操作之原理，並在講解完成

時，小隊輔在旁協助操作，達到雙向互動及了解同學們上課情況，實驗操作講解

與操作示範後，每組同學互相討論，並與小隊輔再次確認實驗相關事項，並將完

成實驗的小組帶至儀器室實際操作學習。 

營隊活動照片網址: http://140.121.70.201/wordpress/。 

落後

原因

說明 

全國大專院校都於暑假辦理營隊，因此高中生選擇眾多，分散掉報名人數。 

具體

改善

措施 

針對參與高中生進行活動問卷滿意度調查，營隊結束後招開檢討會議，依據問卷

結果進行明年課程修正與調整，提高明年報名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2 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與高中聯結度配合活動如下表： 

學校 活動 日期 

王志銘老師參與暖暖高中

合作海洋科技學程計畫 

生科系王志銘老師參與暖暖

高中合作海洋科技學程計畫 

107 年 9 月由暖暖高

中成立的數理實驗

班，共計 38 位數理資

優生開設「海洋科技

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

學暨生物科技學系夏令營

隊（高中生共 10 人） 

高中營隊主題: 瞭解生物科

技的奧秘，黃豆基改檢測、藻

類標本製作、3D 列印試作、

海藻手工香皂 DIY 等活動。 

107 年 7 月 9-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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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與暖暖高中合作計畫讓學生能在高一下學期挑選自己有興趣的科系，與大學端

的老師媒合後一同製作科展研究或專題討論，以便作為未來特殊選才的甄選助

力與招生宣傳大學系所。 

2. 營隊活動增加對高中生的曝光度與近距離招生宣傳。活動剪影：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1433081@N08/sets/7215767148442115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5 月 5 日舉辦「2018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計有 8 名新鮮人

暨 16 名家長與會，共計 24 人，活動圓滿順利。 

2. 107 年 8 月 18 日舉行 107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計有 18 名新

生報名，家長與新生約 56 人參與，簡介系願景發展、系所課程架構、教學環

境參觀、未來就業方向、學生活動與生活環境說明，活動圓滿順利。 

具體

成果 

1. 107 年 5 月 5 日舉辦「2018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剪影：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1433081@N08/albums/72157690759340540 

2. 107 年 8 月 18 日「107 年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剪影：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1433081@N08/albums/72157700526474585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80 萬元 1 件/54.6 萬元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姓名 
日期(年
月日~年
月日) 

國際學術合作計畫名稱 
參與及擔任職位
之性質(主持人或
協同主持人) 

合作計畫或擔任訪問學者單位 合作成果 

黃志清 
1070301
-108012
0 

科技部補助第56屆國外短期研
究科學與技術人員, 訪問學者 

研究人員 
University of waterloo,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落後
原因
說明 

教師著重於與國內學術單位研究合作，較少與國際單位洽談合作事宜。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教師赴國外參訪、演講、參加國際研討會進行學術研究交流，藉以增加與國

際單位之學術研究合作機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3 篇 

執行單位 生科系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1433081@N08/sets/72157671484421158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1433081@N08/albums/7215769075934054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1433081@N08/albums/7215770052647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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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3 篇。 

具體

成果 

國外學者專家姓名 國外學者專家任職單位 論文名稱 

Hou, Jing, Zheng, 

Heping、Cooper, 

David R、Chruszcz, 

Maksymilian、

Chordia, Mahendra 

D、Kwon, 

Keehwan、Minor, 

Wladek 

Univ Virginia, Dept Mol 

Physiol & Biol Phys, 

Charlottesville, VA 

22908 USA、CSGID 

Consortium, 

Charlottesville, VA 

USA、Univ South 

Carolina, Dept Chem & 

Biochem, Columbia, SC 

USA、J Craig Venter 

Inst, Infect Dis Grp, 

Rockville, MD USA 

Jing Hou, Heping Zheng*, Wen‐Shyong Tzou, 

David R. Cooper, Maksymilian Chruszcz, 

Mahendra D. Chordia, Keehwan Kwon, Marek 

Grabowski, Wladek Minor* 

Differences in substrate specificity of 

V-cholerae FabH enzymes suggest new 

approach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antibiotics and biofuels 

FEBS JOURNAL 

卷冊: 285  

期: 15  

頁數: 2900-2921  

DOI: 10.1111/febs.14588  

出版: AUG 2018  

 Scott G. Harroun 

Université de Montreal,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Montre ́al, 

Que ́bec, Canada 

Ju-Yi Mao; Han-Wei Li; Shih-Chun Wei; Scott 

G. Harroun; Ming-Ying Lee; Hung-Yun Lin; 

Chih-Yu Chung; Chun-Hua Hsu; Yet-Ra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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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赴國外費用較高，由學生視當時主客觀條件決定是否報名學海系列補助選送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 

具體
改善
措施 

學校研發處及教學中心有提供各項補助，除了業管同仁協助公告補助訊息，並加
強宣導，本校學海計畫選送學生赴國外短期研修相關說明網頁：
http://research.ntou.edu.tw/R3/scholarship.htm 

http://research.ntou.edu.tw/R3/scholarshi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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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4 人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生科系 五年

一貫

大 4 

黃皞心 107/02/26- 

107/03/01 
美國佛羅里達州

奧蘭多 

2018 匹茲堡分析化學和光 應

用會議暨展覽會 

2 

生科系 五年

一貫

碩 1 

王珠貴 107/02/26- 

107/03/01 
美國佛羅里達州

奧蘭多 

2018 匹茲堡分析化學和光譜應

用會議暨展覽會 

3 

生科系 五年

一貫

碩 1 

林沁融 107/02/26- 

107/03/01 
美國佛羅里達州

奧蘭多 

2018 匹茲堡分析化學和光譜應

用會議暨展覽會 

4 
生科系 碩 2 林亭瑄 107/07/22- 

107/07/26 
日本東京 2018 生醫材料國際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4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生科系 B 何玟霖 
2018.04.01- 

2018.09.30 
日本 北海道大學 

2 生科系 大四 林子傑 
107/7/24- 

107/7/27 
日本沖繩 沖繩科學技術大學移地研究 

3 生科系 碩二 陳婉郡 
1080114- 

1080715 
法國里爾 法國里爾大學研修 

4 生科系 碩二 陳景儒 
1080114- 

1080716 
法國里爾 法國里爾大學研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6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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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科系 
大學

部 
鄭洲鵬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營 

2 生科系 B 劉子安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3 生科系 B 張書毓 
2018.06.28- 

2018.07.12 
日本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 生科系 B 張恩誠 
2018.06.28- 

2018.07.12 
日本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5 生科系 B 黃皞心 
2018.06.28- 

2018.07.12 
日本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6 生科系 B 莊蕎繹 
2018.06.28- 

2018.07.12 
日本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4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定期於班會課宣導外語部分本系要求如下： 

1.進階外語選修不設學分限制。 

2.本系英語畢業門檻為： 

（1）多益 600 分（比照多益 600 分數之其他通用檢測）通過。 

（2）必須先參與英檢測驗，並附上成績單佐證，通過者即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沒

通過者則可加修 2 學分中級英文課程（並列入畢業學分）。 

（3）請注意校方多益標準為 550 分（比照多益 550 分數之其他通用檢測），未通

過者須修「英文精進」課程 0 學分。 

分數區間 修課規範 

多益 550 分以下 1.英文精進 2.進階英文（列入畢業學分） 

多益 550～600 分 1.進階英文（中級）（列入畢業學分） 

多益 600 分以上 不須修英文課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報考英檢 40 名同學名單： 

學期 中文姓名 年級 學號 總成績 

1062 吳佳峻 4 00331051 405 

1062 蕭裕程 4 0033B009 750 

1062 吳展睿 4 0033B013 575 

1062 邱大源 4 0033B019 590 

1062 黃雅筠 4 0033B022 645 

1062 李剛 4 0033B033 410 

1062 黃皞心 4 0033B034 570 

1062 范舒琁 4 0033B036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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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莊蕎繹 5 0033B045 465 

1062 汪育安 5 0033B204 735 

1062 黃柔諭 4 0043B002 505 

1062 謝亞希 4 0043B026 775 

1062 陳芝穎 4 0043B030 390 

1062 陳琦涵 3 0053B009 810 

1062 陳則宇 3 0053B024 650 

1062 李慕潔 4 0053B208 600 

1062 
黃琬婷 4 00433206 55 

（托福 57

以上） 

1062 鄭百翔 4 0033B016 625 

1062 邱大源 4 0033B019 510 

1062 劉鍾孝 4 0033B041 65  

1062 文雅璇 4 00431027 485 

1062 黃柔諭 4 0043B002 485 

1062 陳如穎 4 0043B003 440 

1062 李佳蓉 4 0043B011 630 

1062 黃家恩 4 0043B017 615 

1071 陳科旭 4 0043B010 830 

1071 徐嫚君 4 0043B012 630 

1071 許容毓 4 0043B014 495 

1071 陳誼柔 4 0043B019 655 

1071 林恆毅 4 0043B042 885 

1071 莊馥亘 3 0053B012 665 

1071 章子妍 3 0053B015 525 

1071 王佳琪 7 0023B205 250 

1071 黃貞耀 5 0033B038 580 

1071 周芯右 4 0043B004 830 

1071 林家瑞 4 0043B024 550 

1071 陳子龍 4 0043B037 410 

1071 章子妍 3 0053B015 525 

1071 李建輝 4 0053B207 275 

1071 魏挺源 4 0063B302 62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人 2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定期於班會課宣導外語部分本系要求如下： 

      1.進階外語選修不設學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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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語畢業門檻為： 

（1）多益 600 分（比照多益 600 分數之其他通用檢測）通過。 

（2）必須先參與英檢測驗，並附上成績單佐證，通過者即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沒

通過者則可加修 2 學分中級英文課程（並列入畢業學分）。 

（3）請注意校方多益標準為 550 分（比照多益 550 分數之其他通用檢測），未通

過者須修「英文精進」課程 0 學分。 

分數區間 修課規範 

多益 550 分以下 1.英文精進 2.進階英文（列入畢業學分） 

多益 550～600 分 1.進階英文（中級）（列入畢業學分） 

多益 600 分以上 不須修英文課 

2.積極推廣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同學可利用學號及密碼登入，點選有興趣之課程

進行自學。網址為： http://www.ntou.edu.tw/files/11-1000-1218.php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通過校門檻多益 550 分之 20 位同學名單： 

學期 中文姓名 年級 學號 總成績 

1062 蕭裕程 4 0033B009 750 

1062 吳展睿 4 0033B013 575 

1062 邱大源 4 0033B019 590 

1062 黃雅筠 4 0033B022 645 

1062 黃皞心 4 0033B034 570 

1062 范舒琁 4 0033B036 725 

1062 汪育安 5 0033B204 735 

1062 謝亞希 4 0043B026 775 

1062 陳琦涵 3 0053B009 810 

1062 陳則宇 3 0053B024 650 

1062 李慕潔 4 0053B208 600 

1062 鄭百翔 4 0033B016 625 

1062 劉鍾孝 4 0033B041 655 

1062 李佳蓉 4 0043B011 630 

1062 黃家恩 4 0043B017 615 

1071 陳科旭 4 0043B010 830 

1071 徐嫚君 4 0043B012 630 

1071 陳誼柔 4 0043B019 655 

1071 林恆毅 4 0043B042 885 

1071 莊馥亘 3 0053B012 665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 3 門 

執行單位 生科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http://www.ntou.edu.tw/files/11-1000-121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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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產學交流與業界實習」、「產業實習」、「產業儲備訓練」3 門課。 

具體

成果 

本系學生於每年寒、暑假期間至各企業或政府相關單位實習，實習結束經心得報

告評定及格者，獲得此門課一學分，讓學生能有機會將學校所學靈活運用到現場，

產業界如：臺灣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天基百鷗、中研院、水生生物研究中心與保

育中心、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社區醫學科研中心、正一特殊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威

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機關單位，藉以磨練學生的實做能力，此課程之開設，讓

同學們能為提早進入職場做準備，也讓產業能培育所需人才，達到學用合一之目

標，實習機構指派相關人員擔任輔導人員，指導實習生學習，提供專業實務技術、

實習工作項目、職場倫理、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之訓練與輔導，另系教師擔

任輔導老師，赴實習機構訪視實習生實習狀況，並視實習生需求，提供協助與輔

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3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薦送學生赴產業實習合作：107 年實習列表如下： 

實習單位、天數 人數 國內外 小計 

SGS (1 個月)(107/7~107/8) 
1 

 

國內 

 
30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社區醫學科研中心(1 學
期)(107/3~107/7，107/9～107/12)(每週 1 天) 

27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0701~1070831) 
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1070701~1070831) 1 
 

具體

成果 

1.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實習：在業務管理部門及研發部門實習，主要參與

科學文章科普化撰寫、物流管理及電子平台網業系統維護。因實習同學表現優

異，獲企業讚賞，目前繼續修習半年實習，可望在畢業後成為正式員工，以達

校園培訓人才，企業深耕教育之雙向互動。 

2.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實習：在食品研發及門市實習，主要參與物流管理、食品

新品項開發。其中一實習地點在門市，實習同學處事態度謙和有禮，也能主動

積極發問，深受企業肯定。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2 家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教師與企業進行產學合作：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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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教師 

姓名 

與產業合

作日期 
合作產業名稱 與產業合作項目 合作成果 

黃培安 
107.01.01- 

107.12.31 

財團法人海墾

社會福利基金

會 

利用LED特殊波段

光源建立藻類室內

養殖系統 

建教合作計畫 

1000,000 元 

黃志清 
107.06.01- 

108.05.31 

日祥生命科學

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磁性碳量子點

於核酸萃取應用 

合作科技部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7-2622-M-019 -00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10 人 2 門/50 人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1 學期：生物科技與產業（課號：M3B0146N），修課人數 31 人。 

2. 1071 學期：生技產業財務及法務管理概論（課號：B3B031SM），修課人數 19

人。 

具體

成果 

1. 利用暑假時間，開設與生技創業有關的課程「生物科技與產業」、「生技產業財

務及法務管理概論」，內容涵蓋生技專業知識以及財務，法務等實務面的課程，

讓同學可以接觸一般課程所沒有介紹的內涵，並組成創業團隊進行實務體驗。 

2. 「生物科技與產業課程」相關介紹網址：「海大生創計畫」

https://www.facebook.com/ntouiebt/。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2 篇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 2 篇。 

具體

成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7 年度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審核通過名單： 

黃培安老師 實作類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進行量化發酵實作 
林家瑞同學 

黃培安老師 實作類 
與曾拌麵股份有限公司開

發新麵體之合作研究 
文雅璇同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0 人次 1 隊/ 4 人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學生參與教育部「2018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競賽」。 

具體

成果 

參加海洋中心計劃的團隊參與 2018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競賽： 

參加主題：紅寶石唇油 

https://www.facebook.com/ntouiebt/


135 

團隊名稱：雙木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員： 

林秀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程冠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生 

陳為達/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生 

林羿辰/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生 

李建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大三 

落後

原因

說明 

1. 同學未組隊參與。 

2. 校外競賽的資訊不夠多，學生參加比賽經驗不足。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加強校外比賽資訊曝光度。 

2. 由教師鼓勵同學組隊參與競賽，以同學課堂中既有的研究專題為比賽內容。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 篇 34 篇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34 0 0 0 0 3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00 次 8,511 次 

執行單位 生科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共計 8,511 次。 

具體

成果 

依 Web of science 系統查詢結果，本系教師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共計 8,511 次(查詢

日期：108 年 1 月 21 日)。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件 800 萬元/ 

3 件 200 萬元 

15件 6614.4萬元/ 

5 件 975 萬元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5 件，總金額計 66,14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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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生科系 13  63,744,000  0  0  2  2,400,000  15  66,144,000  

與海洋相關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生科系 3 7,350,000  0 0 2 2,400,000 5 9,75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20 萬元 4 件/86 萬元 

執行單位 生科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4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以摻雜鑭系金屬之中孔材料製成敷

料作為促進毛髮生長劑(促進毛髮生

長之敷料) 

生科系 林秀美 TW 發明 

2 

以摻雜鑭系金屬之中孔材料製成敷

料作為促進毛髮生長劑(促進毛髮生

長之敷料) 

生科系 林秀美 JP 發明 

3 

以摻雜鑭系金屬之中孔材料製成敷

料作為促進毛髮生長劑(促進毛髮生

長之敷料) 

生科系 林秀美 CN 發明 

4 
綠色合成薑黃素碳量子點高效抑制

腸病毒 71 型 

生科系 黃志清 TW 發明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860,0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生科系 黃志清 奈米酵素合成與其應用套組 800,000 

2 生科系 林棋財 
樟芝去甲醛(GFD)，酒精及還原硝基化之蛋

白質與核酸及其製造方法與用途 
60,000 

 

 

(四) 海洋生物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人次/ 9 人 26人次/ 14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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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生所 14 7 12 7 26 1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4 人 5 人次/ 4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生所 4 4 1 0 5 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 0 隊/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0 場次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場次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件/200 萬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教師有申請科技部計畫，但未獲補助。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本所教師積極邀請國外學術研究單位之專家學者來訪、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進行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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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3 篇 23 篇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著作名稱 作者 收錄出處 

1 Marine hydrothermal vents as templates 

for global change scenarios.  

HU Dahms, NV Schizas, RA 

James, L Wang, JS Hwang* (2018) 

Hydrobiologia 

2 Bioaccumulation of trace metals in 

octocorals depends on age and tissue 

compartmentalization. 

JS Hwang, HU Dahms, KL Huang, 

MY Huang, XJ Liu, JS Khim, CK 

Wong (2018) 

PLoS ONE 

3 Interannual changes in zooplankton 

echo subtropical and high latitude 

climate effects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JC Molinero, LC Tseng, CL 

Abbate, E Ramirez-Romero, JS 

Hwang* (2018) 

PLoS ONE 

4 Mosquito control with green 

nanopesticides: towards the One Health 

approach? A review of non-target 

effects.  

G Benelli, F Maggi, R Pavela, K 

Murugan, M Govindarajan, B 

Vaseeharan, R Petrelli, L 

Cappellacci, S Kumar, A Hofer, 

MRa Youssefi, AA Alarfaj, JS 

Hwang, A Higuchi (2018)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5 Managing wastes as green resources: 

cigarette butt-synthesized pesticides are 

highly toxic to malaria vectors with 

little impact on predatory copepods.  

K Murugan, U Suresh, C 

Panneerselvam, R Rajaganesh, M 

Roni, A Aziz, JS Hwang, K 

Sathishkumar, A Rajasekar, S 

Kumar, AA Alarfaj, A Higuchi, G 

Benelli (2018)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6 The presence of Macromedaeus 

distinguendus (De Haan, 1835) 

(Brachyura, Xanthidae) in the shallow 

hydrothermal vent system off 

northeastern Taiwan. 

LC Tseng, P Limviriyakul, PH Ho, 

JS Hwang* (2018) 

Crustaceana 

7 Assessment of the fecundity, population 

growth and fatty acid composition of 

Apocyclops royi (Cyclopoida, 

Copepoda) fed on different microalgal 

diets.  

YJ Pan, I Sadovskaya, JS Hwang*, 

S Souissi (2018) 

Aquaculture 

Nutrition 

8 Comparison of mesozooplankton 

mortality impacted by the cooling 

systems of two nuclear power plants at 

the northern Taiwan coast,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PW Lee, LC Tseng, JS Hwang* 

(2018)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9 Mitochondrial phylogenomics reveals 

insights into taxonomy and evolution of 

Penaeoidea (Crustacea: Decapoda).   

J Chang, TY Chan, N Zhang, S 

Sun, Z. Sha* (2018) 

Zoologica 

Scripta  

10 Notes on the shrimp genus Palaemon 

Weber, 1795 (Crustacea, Decapoda, 

Palaemonidae) and related genera from 

Taiwan.  

CW Ashelby, WC Lin, S De Grave, 

T.Y. Chan* (2018) 

Zoota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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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n Plesionika persica (Kemp, 1925) and 

P. reflexa Chace, 1985 (Crustacea: 

Decapoda: Pandalidae) from India.  

TY Chan, RD Chakraborty, P. 

Purushothaman, G. Kuberan, C.H. 

Yang* (2018) 

Zootaxa  

12 On the deep-sea commercial caridean 

shrimp Heterocarpus woodmasoni 

Alcock, 1901 (Crustacea: Decapoda: 

Pandalidae),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from the western Pacific.  

CH Yang, AB Kumar, TY Chan* 

(2018) 

Bulletin of 

Marine Science 

13 Hermit crabs of the genera Calcinus 

Dana, 1851, Clibanarius Dana, 1852, 

and Dardanus Paul’son, 1875 from the 

PANGLAO 2004 Expedition, with a 

checklist of the hermit crab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MCD Malay, DL Rahayu, TY 

Chan* (2018) 

Raffles Bulletin 

of Zoology  

14 Halymenia johorensis sp. 

nov.(Halymeniaceae, Rhodophyta), a 

new foliose red algal species from 

Malaysia.  

PL Tan, PELim, SM Lin, SM 

Phang (2018) 

Journal of 

Applied 

Phycology  

15 Revision of Corallinaceae (Corallinales, 

Rhodophyta): recognizing 

Dawsoniolithon gen. nov., 

Parvicellularium gen. nov. and 

Chamberlainoideae subfam. nov. 

containing Chamberlainium gen. nov. 

and Pneophyllum. 

A Caragnano, A Foetisch, GW 

Maneveldt, L Millet, LC Liu, SM 

Lin, G Rodondi, CE Payri (2018) 

Journal of 

Phycology 

16 A reassessment of Gelidium 

divaricatum G. Martens (Gelidiaceae, 

Rhodophyta) from Hong Kong, 

including Gelidiophycus hongkongensis 

sp. nov.  

SM Lin*, LC Liu, MD Guiry, P 

Ang, HJ Hsueh (2018) 

Phytotaxa  

17 Long-term study on seasonal changes in 

floristic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marine macroalgal communities along 

the coast of Northern Taiwan,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SM Lin*, LC Tseng, PO Ang, J 

Bolton, LC Liu (2018) 

Marine Biology 

18 Fulgeophyllis (Kallymeniaceae, 

Gigartinales), a new genus to 

accommodate two New Zealand 

species.  

R D'Archino, SM Lin, GC 

Zuccarello (2018) 

Phycologia  

19 Fungal diversity in deep-sea sediments 

of a hydrothermal vent system in the 

Southwest Indian Ridge.  

W Xu, LF Gong, KL Pang, ZH Luo 

(2018)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 

Oceanographic 

Research Papers  

20 Phylogenetic survey and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cultivable fungi associated 

with five scleractinian coral spec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 Xu, S Guo, L Gong, SA Alias, 

KL Pang, ZH Luo (2018) 

Botanica Marina  

21 Cultivable fungal diversity in deep-sea 

sediment of the east Pacific Ocean.  

W Xu, S Guo, LF Gong, G He, KL 

Pang, ZH Luo (2018) 

Geomicrobiolog

y Journal  

22 Hormonal changes over the spawning C Roufidou, M Schmitz, I Mayer, Gene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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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 in the female three-spined 

stickleback, Gasterosteus aculeatus.  

M Sebire, I Katsiadaki, YT Shao, B 

Borg (2018)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23 The effects of continuously acoustical 

stress on cortisol in milkfish (Chanos 

chanos).  

CA Wei, TH Lin, RD Chen, YC 

Tseng, YT Shao* (2018)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於 107 年先後有一位老師離職，另一位老師退休，所以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

發表國際期刊篇數會受到影響。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所預計在 108 年度新聘 2 位具有學術競爭的教師，以期達到目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 人次 14 人次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海生所 碩 1 李俐君 
107/03/18- 

107/03/23 
福建東山 

第 10 屆水環璄科學研究高校聯
盟會議 

2 海生所 碩 1 蘇俊睿 
107/03/18- 

107/03/23 
福建東山 

第 10 屆水環璄科學研究高校聯
盟會議 

3 海生所 碩 1 黃靖雲 
107/03/18- 

107/03/23 
福建東山 

第 10 屆水環璄科學研究高校聯
盟會議 

4 海生所 碩 1 徐佳瑜 
107/03/18- 

107/03/23 
福建東山 

第 10 屆水環璄科學研究高校聯
盟會議 

5 海生所 碩 2 林偉正 
107/03/18- 

107/03/23 
福建東山 

第 10 屆水環璄科學研究高校聯
盟會議 

6 海生所 碩 2 李蓁葦 
107/03/18- 

107/03/23 
福建東山 

第 10 屆水環璄科學研究高校聯
盟會議 

7 海生所 博 1 高宗佑 
107/03/18- 

107/03/23 
福建東山 

第 10 屆水環璄科學研究高校聯
盟會議 

8 海生所 博 1 郭春陽 
107/06/30- 

107/07/04 
中國上海 

2018 年國際華人比較內分泌學
家研討會 

9 海生所 碩 1 李俐君 
107/07/03- 

107/07/08 
日本京都大學 

2018 第 9 屆國際三棘魚行為與
演化會議 

10 海生所 博 1 季偉瓊 
107/09/26- 

107/09/28 
中國廈門 第 15 屆國際真菌學會 

11 海生所 碩 2 紹名閔 
107/09/26- 

107/09/28 
中國廈門 第 15 屆國際真菌學會 

12 海生所 碩 2 何止喬 
107/09/26- 

107/09/28 
中國廈門 第 15 屆國際真菌學會 

13 海生所 碩 2 蘇俊睿 
107/09/26- 

107/09/28 
中國廈門 第 15 屆國際真菌學會 

14 海生所 博 5 江俊億 
107/11/12- 

107/11/16 

美國佛羅里達州
聖彼得堡 

國際頭足類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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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3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海生所 M 唐偉琦 
2018.01.01- 

2018.05.31 
美國 克拉克森大學 

2 海生所 博士 姍  妮 
107/03/05~ 

108/02/09) 
法國里爾 里爾科技大學 

3 海生所 博士 李佩玟 
1071025－

1071212 
德國耶拿 德國基爾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海生所 
研究

所 
方威廷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2 海生所 博士 李佩玟 
1071025－

1071212 
德國耶拿 德國耶拿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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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為招收碩、博士的獨立研究所，並無大學部，因為大專院校已將英文檢定列

為畢業門檻，所以招收之研究生通常在大學時就已考過英文檢定，因此除非學生

認為對於未來升學或是工作有幫助，才會再去報考其他的英文檢定。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英文檢定，並將英文檢定資訊提供給學生瞭解。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無研究生報考英文檢定。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英文檢定，並將英文檢定資訊提供給學生瞭解。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生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家 7 家 

執行單位 海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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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教師與企業產學合作： 

1. 林绣美老師：財團法人旭日教育基金會、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2. 陳義雄老師：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3. 陳天任老師：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4. 黃將修老師：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5. 邵奕達老師：連江縣政府 

6. 劉秀美老師：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7. 邵廣昭老師：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5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無創業課程，所以無修課的學生。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本所老師開授創業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8 人次 1 隊/9 人次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邵奕達老師帶領 9 位研究生於 107 年 3 月 18～23 日前往中國大陸廈門大學參

加「第 10 屆水環境科學研究高校聯盟會議」。 

具體

成果 

參與的學生有李蓁葦、徐佳瑜、蘇俊睿、李俞靜、黃靖雲、李俐君、方威廷、高

宗佑、林偉正。此會議係在 2008 年由香港大學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廈門大學海

洋與環境科學院、廈門大學生命科學系簽定學術交流協議，並在每年進行一次的

學生學術研究交流會議。而本校師生有幸於 2013 年 3 月受邀參加第 4 屆的 UCAS

會議中進行學術交流報告，並在雙邊師長的促成下，加入了此聯盟，且成果表現

優良，其參加情形的照片有放在本所臉書專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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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8 篇 49 篇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49 0 0 0 0 4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000 次 7,981 次 

執行單位 海生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依據 108 年 1 月 23 日使用 Web of science(WOS)調查論文被引用的次數，本所教

師 SCI 論文歷年共被引用 7,981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

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件 5000 萬元/ 

25 件 5000 萬元 

31 件 4252.97 萬元/ 

31 件 4252.97 萬元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31 件，總金額計 42,529,676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31 件，金額計 42,529,676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生所 13  15,602,647  7  10,978,222  9  14,554,807  29  41,135,676  

海生科

技博士

學程 

1  1,294,000  0 0 1  100,000  2  1,394,000  

總計 14 16,896,647 7  10,978,222  10 14,654,807 31 42,529,676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計畫總件數超越，計畫總金額距離目標差 7,470,324 元，礙於在此年度一位老

師離職，另一位老師退休，影響目標值。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所預計在 108 年度新聘 2 位具有學術競爭之教師，以期達到計畫總金額為 5000

萬元的目標。 

 



14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50 萬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生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實際目標值之專利件數是 0 件，故無技轉金額。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教師提出專利申請、技術的轉移與增加廠商互動的機會。 

 

(五)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5 人次/ 15 人 40 人次/ 15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食安所 25 9 15 6 40 1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次/ 3 人 7 人次/ 7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食安所 4 4 3 3 7 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 0 隊/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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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場次/0 人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食安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1 篇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1 篇 

具體

成果 

You SH, Wang SL, Pan WH, Chan WC, Fan AM, Lin P. 2018.Risk assessment of 

methylmercury based on internal exposure and fish and seafood consumption estimates 

in Taiwanes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gie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21:697-703 (SCI, IF=4.848,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11/181=6.08%) 引用次數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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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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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食安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人 0 門/ 0 人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次 0 隊/ 0 人次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49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4 篇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4 1 0 0 0 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次 5 次 

執行單位 食安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You SH, Wang SL, Pan WH, Chan WC, Fan AM, Lin P. 2018.Risk assessment of 

methylmercury based on internal exposure and fish and seafood consumption estimates 

in Taiwanes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gie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21:697-703 (SCI, IF=4.848,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11/181=6.08%) 引用次數 2 

Lin, H.-C., Alashi, A.M., Aluko, R.E., Sun Pan, B. & Chang Y.-W.* Antihypertensive 

properties of tilapia (Oreochromis spp.) frame and skin enzymatic protein 

hydrolysates. Food & Nutrition Research, 61, 1391666 (SCI,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omson Reuters 2016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IF=2.039, 42/129=32.56%) in) 引用次數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

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件 50 萬元/ 

0 件 0 萬元 

0 件 0 萬/ 

0 件 0 萬元 

執行單位 食安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0 件，總金額計 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食安所為新系所，目前仍致力於將體制更臻完善，日後會朝預定目標努力。 

具體
改善
措施 

會進行所務會議討論，請所上老師撰寫計畫，並著重於海洋相關研究。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You%20SH%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56737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Wang%20SL%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56737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Pan%20WH%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56737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Chan%20WC%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56737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Fan%20AM%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56737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Lin%20P%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56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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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食安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六)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0 場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場次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2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程目前共有博三 3 名、博二 3 名、博一 3 名學生，共有 6 篇論文於國外期刊

發表，其中 2 篇是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 

具體

成果 

1. Shinya Shikina, Yi-Ling Chiu, Man-ru Ye, Jack-I-Chen Yao, Yi-Jou Chung, 

Chieh-Jhen Chen, Ching-Fong Chang. Molecular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its potential involvement in germ cell 

development of stony corals. Fisheries Science, 2018, 84(5):765-775. 

2. Anderson K, Elizur A, Kuo CY, Bar I, Lu MW. A transcriptomic investigation of 

digestive processes in orange-spotted grouper, Epinephelus coioid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metamorphic development. Ge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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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3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海洋生技

博士 
博 2 陳霽 

1070708- 

1070712 
澳洲雪梨 第 8 屆亞太比較內分泌研討會 

2 
海洋生技

博士 
博 2 陳伯瑞 

1071117- 

1071120 
中國福建 

海峽兩岸功能分子科學高峰論

壇 

3 
海洋生技

博士 
博 3 邱顗陵 

1071122- 

1071125 
日本沖繩 JCRS 21st meeting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具體

成果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海洋生技

博士 
博士 毛儒毅 

1071013- 

1081009 
加拿大(Canada) 

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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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程博士生李宜珍原在日本長崎大學研讀雙聯學位，因 106 學年度申請退學，

所以今年無學生出國遊學。 

具體

改善

措施 

修正本項定義及目標值。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 1 門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

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程開設「實驗技術實習」必修課程，學生需至海洋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的老師

研究室實習至少四週，方能取得學分數。 

具體

成果 

1062 學年度開設「實驗技術實習」，共有 3 位同學選課。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3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學程開設「實驗技術實習」必修課程，學生需至海洋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的老師

研究室實習至少四週，方能取得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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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有陳霽、陳伯瑞、馮敬珊同學至中研院參與「實驗技術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次 0 隊/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次 

 

(七) 海洋生物科技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 0 隊/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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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1 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大一朱雅瑜同學於 1071 學期回母校暖暖高中協助課業輔導。 

具體

成果 

增加暖暖高中學生報考本學系之人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05.05 新鮮人說明會。 

107.08.18 新生家長會。 

具體

成果 

107.05.05 有 12 位新生家長參加。 

107.08.18 有 19 位新生家長參加。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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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24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海洋生技

系 

大學

部 
戴靜宜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2 
海洋生技

系 

大學

部 
陳彩昕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3 
海洋生技

系 

大學

部 
葛晧珣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4 
海洋生技

系 

大學

部 
陳煜婷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5 
海洋生技

系 

大學

部 
王彥勛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6 
海洋生技

系 
B 王彥勛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7 
海洋生技

系 
B 齊婕妤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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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洋生技

系 
B 苗喬甯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9 
海洋生技

系 
B 黃仕齊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0 
海洋生技

系 
B 戴靜宜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1 
海洋生技

系 
B 鄭郁叡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2 
海洋生技

系 
B 曾思萍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3 
海洋生技

系 
B 葛皓珣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4 
海洋生技

系 
B 曹以霖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5 
海洋生技

系 
B 陳采昕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6 
海洋生技

系 
B 余凱靖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7 
海洋生技

系 
B 陳煜婷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8 
海洋生技

系 
B 李 芃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19 
海洋生技

系 
B 呂培丞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20 
海洋生技

系 
B 蕭晴之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21 
海洋生技

系 
B 李姝鈴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22 
海洋生技

系 
B 黃乃一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23 
海洋生技

系 
B 陳雅琳 

2018.08.05- 

2018.08.18 
馬來西亞 

International Aqua-Science 

Program 

24 
海洋生技

系 

大學

部 
林家禎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

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報考人員：大一學生吳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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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吳佳臻 TOEIC 575 分，通過本校畢業門檻。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

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人 0 門/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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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次 0 隊/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3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3 0 0 0 0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次 0 次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

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件 200 萬元/ 

2 件 200 萬元 

2 件 139.4 萬/ 

2 件 139.4 萬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

細資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2 件，總金額計 1,394,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洋生

技系 
1  1,294,000  0  0  1  100,000  2  1,394,000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系兩位專任教師均為新進教師，負責本學系必修科目，教學負擔較重，所以

107 年研究計畫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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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洋生技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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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資院 

(一)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8 人次/ 20 人 28 人次/ 19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環漁系 20 14 8 5 28 19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考生另有生涯規劃，於開學前放棄註冊。 

具體

改善

措施 

建立與碩士班錄取生之溝通管道，確實瞭解錄取生之生涯規劃及就讀意願，提高

註冊報到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3 人次/ 20 人 20 人次/ 19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環漁系 15 14 5 5 20 19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考生另有生涯規劃，於開學前放棄註冊。 

具體

改善

措施 

建立與碩士班錄取生之溝通管道，確實瞭解錄取生之生涯規劃及就讀意願，提高

註冊報到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40 人 1 隊/42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製作宣傳海報印製發送各高中學校、網路臉書專頁宣傳，專人線上即時回答服務，

另再逐一通知曾經參與過營隊之隊員，提供營隊舉辦資訊，歡迎並鼓勵再次參加

或轉介學弟妹分享營隊資訊。  

本次營隊為環漁系所舉辦之第四次營隊，有鑑於舉辦之經驗，因宣傳時間與其程

較短與較晚，故招收人數不如預期，以 107 年之經驗為例，在規劃期程上提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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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籌畫宣傳與招收學員數，以團體策略為主打，經濟實惠的價格為誘因，並配合

校內「學系品質提升計畫」經費與另向海洋保育署申請經費，以減少所支出之成

本，提升營隊之品質。 

具體

成果 

本次營隊活動共計招收 42 位學員（18 位男生、24 位女生），活動時間為 107 年 7

月 4-6 日。 

1. 認識我國新成立之海洋專責機關-「海洋委員會」，瞭解海洋政策之規劃及落實

推動。 

2. 培育 42 位海洋、漁業、生態、環境保育的尖兵，為我國的海洋教育、漁業永續

投注新的生力軍。 

3. 傳授 42 位學員正確的海洋生態保全、漁業資源保育之專業知識，成為落實國人

對海洋保護的觀念的種子。 

4. 解析海洋生態環境之差異對生物之生理結構差異性，提升學員對海洋生物外部

型態及內部結構之瞭解。 

5. 透過耳石所遺留之年齡足跡，解析海洋生物之成長速率、生態環境變動之奧秘。 

6. 體驗漁撈作業之辛勞，瞭解海洋生態保護、漁業資源保育應結合全體國人之力

量，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發展之情境。 

7. 從漁業資源調查、海洋空間規劃、海洋教育發展、海洋科技之推廣、瞭解我國

現代海洋科技演進及應用。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2 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藍國瑋助理教授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受邀前往新北市秀峰高中進行「海洋探索」

專題演講，並進行招生宣導活動。 

2. 暖暖高中於 108 年 1 月 11 日參訪環漁系，由莊守正教授、王佳惠副教授、蘇

楠傑助理教授、魯謹萍助理教授解說環漁系之教學目標、研究方向、就業及升

學管道。 

具體

成果 

1. 提升本校及系所知名度與曝光度。 

2. 使高中生提早了解本校各項軟硬體設施、研究設備，特色之教學研究，以及未

來升學、就業方向。 

3. 使高中學生瞭解海洋漁業的重要性，能夠親近海洋、愛護海洋，增加就讀本校

相關系所之機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5 月 5 日新生家長日共計有新生 18 位、家長 22 位參加，合計 40 位。 

2. 107 年 8 月 18 日新生家長日共計有新生與家長 72 位參加。 

具體

成果 

1. 提高新生之報到率與註冊率，107 學年度大學部一年級新生註冊率為 96.1％，

有效提升新生註冊率。 

2. 可使本校與本系有效與新生、家長進行溝通，瞭解新生與家長需求，以及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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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系可提供之協助。 

3. 建構新生成為大學新鮮人之心理建設，初步體驗大學生活。 

4. 瞭解本校教學、研究、圖書、社團、住宿等軟硬體設備。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1 件/31 萬元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件/31 萬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環漁系 李明安 
第四屆氣候對海洋頂端掠食者之

衝擊國際研討會 
310,000 科技部 

107/10/15~ 

107/10/1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篇 5 篇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環漁系 107 年度共計 5 篇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 

具體

成果 

Lan, K.W., M.A. Lee, C.P. Chou, and A. H. Vayghan (2018).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in the oceanic environment and catch rates of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in the Atlantic Ocean. Fisheries Oceanography, 27:395-407 DOI: 

10.1111/fog.12259.  IF: 1.794 (fisheries 17/50) 

1. Ho, C. H., H. S. Lur, M. H. Yao, F. C. Liao, Y. T. Lin, N. Yagi, H. J. Lu*, 2018, 

The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and future adaptation under climate variation: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DOI: 10.1007/s11027-017-9742-3. (SCI) 

2. Liu, K. M., R. D. Sibagariang, S. J. Joung, and S. B. Wang. (2018). Age and 

growth of the shortfin mako shark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Marine and 

Coastal Fisheries. 10(6): 577-589. . (SCI) 

3. Chang, H.Y., Sun, C.L., Yeh, S.Z., Chang, Y.J., Su, N.J., DiNardo, G. (2018).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female striped marlin Kajikia audax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Journal of Fish Biology, 92(1): 105-130. 

4. Chang, Y.J., K.W. Lan, W. Walsh, J. Hsu and C.H. Hsieh (2018). Modelling 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variation on habitat suitability for Pacific saury in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Ocean. Fisheries Oceanography, 27(4), 1-14. (SCI, IF=1.578, 

Ranking: Fisheries, 18/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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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 鄭資穎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日本九州大學 107/09/25-108/03/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10 人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 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環漁系 博 4 鄧勝元 
107/06/02- 

107/06/08 
美國華盛頓 

第四屆氣候變遷對於全球海洋

衝擊之國際研 會 

2 環漁系 
五年一

貫碩 1 
邱劭竹 

107/09/29- 

107/10/0  
印尼瑪琅 

沿海恢復力及氣候變遷之適應

會議 

3 環漁系 
五年一

貫碩 1 
葉芸婷 

107/09/29- 

107/10 01 
印尼瑪琅 

沿海恢復力及氣候變遷之適應

會議 

4 環漁系 博 2 粘育苓 
107/09/29- 

107/10/01 
印尼瑪琅 

沿海恢復力 氣候變遷之適應會

議 

5 環漁系 博 5 鄧勝元 
107/09/29- 

107/10/01 
印尼瑪琅 

沿海恢復力及氣候變遷之適應

會議 

6 環漁系 
五年一

貫碩 1 
吳研綸 

107/10/25- 

107/11/04 
日本橫濱 

2018 北太平洋海洋科學組織年

會 

7 環漁系 
五年一

貫碩 1 
林子翔 

107/10/25- 

107/11/04 
日本橫濱 

2018 北太平洋海洋科學組織年

會 

8 環漁系 博 5 鄧勝元 
107/10/25- 

107/11/04 
日本橫濱 

2018 北太平洋海洋科學組織年

會 

9 環 系 碩  林景德 
107/10/30- 

107/11/07 
韓國濟州島 第 14 屆泛洋遙測國際研討會 

10 環漁系 碩 2 徐健銘 
107/10/30- 

107/11/ 7 
韓國濟州島 第 14 屆泛洋遙測國際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3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環漁系 
大學

部 
金筱潔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上海海洋大學 

2 環漁系 
大學

部 
吳沁芸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上海海洋大學 

3 環漁系 碩二 陳人禾 
107/9/16- 

1 7/1/16 
中國廈門 廈門大學習汙染物檢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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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環漁系 M 楊宛蓁 
2018.10.01- 

2019.03.31 
日本 北海道大學 

2 環漁系 B 楊子毅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8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環漁系 
大學

部 
張宇恩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2 環漁系 
研究

所 
蘇娜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3 環漁系 B 賴品勳 
2018.07.07- 

2018.07 21 
泰國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 環漁系 B 蘇琬雅 
2018.07.07- 

2018.07.21 
泰國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5 環漁系 B 蕭博元 
2018.07.13- 

2018.07.27 
馬來西亞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6 環漁系 B 楊子毅 
2018.07.13- 

2018.07.27 
馬 西亞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7 環漁系 B 曾立昕 
2018.07.13- 

2018.07 27 
馬來西亞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8 環漁系 B 邱鼎宸 
2018.07.13- 

2018.07.27 
馬 西亞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 41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環漁系何平合老師、藍國瑋老師於 107 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5 日帶領大學部三年級

41 位學生，搭乘漁業署漁訓二號訓練船前往日本進行海上實習訓練，並參訪東京

海洋大學、鯨魚標本館、長崎大學參訪，於 9 月 5 日停泊水產試驗所公務碼頭，

完成海上實習訓練課程。 

具體

成果 

有助於瞭解漁業先進國家之漁業設施、科學研究方向，帶動我國漁業產業及研究

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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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30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7 年報考英檢人數為 30 人，分別為鄧勝元/陳韋仲/劉佳育/吳宏毅/黃淯慈

/李振齊/陳香蓉/吳煜棽/馬婷亞/葉芸婷/郭峻廷/陳佳琪/陳安峻/朱家萱/劉嘉良

/周柏亨/吳奇穎/黃宇賢/陸姿樺/汪妤倩/楊沛峰/徐洪世鐸/賴品勳/張峻晏/林琦

翰/胡珺崴/黃銘淇/熊智康/陳家綺/吳煜棽 

具體

成果 

經參加考試後共計 16 位通過中高級，分別為吳宏毅/李振齊/吳煜棽/馬婷亞/陳佳

琪/朱家萱/劉嘉良/周柏亨/陸姿樺/汪妤倩/徐洪世鐸/賴品勳/胡珺崴/黃銘淇/熊

智康/陳韋仲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人 16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7 年通過英檢人數為 16 人，陳韋仲/吳宏毅/李振齊/吳煜棽/馬婷亞/陳佳琪/

朱家萱/劉嘉良/周柏亨/陸姿樺/汪妤倩/徐洪世鐸/賴品勳/胡珺崴/黃銘淇/熊智康 

具體

成果 

經參加英檢中高級通過成績分別如下： 

1071 陳韋仲 TOEIC790/1062 吳宏毅 TOEIC560/1062 李振齊 TOEIC625/1071 吳煜

棽 TOEIC565/1062 馬婷亞托福 92/1062 陳佳琪 TOEIC600/1062 朱家萱

TOEIC655/1062 劉嘉良 TOEIC615/1062 周柏亨 550/1062 陸姿樺 TOEIC585/1062

汪妤倩 TOEIC585/1071 徐洪世鐸 730/1071 賴品勳 TOEIC785/1071 胡珺崴

TOEIC625/1071 黃銘淇 TOEIC655/1071 熊智康 TOEIC795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 3 門 

執行單位 環漁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每年開設「海上實習」課程及每學期開設「企業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主要培育漁業管理、企劃及研究人才是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

系之教育宗旨，為使學生能將校內所習得之專業理論知識，應用在漁業產業之生

產、管理與研究上，因此在大學三年級的課程中規劃暑期海上實習之訓練課程。 

其目的希望藉由海上實習訓練，讓學生體驗漁業生產者在海洋中之生活甘苦，同

時親身投入第一線之漁撈作業及航海操作，使學生日後投入漁業管理、企劃與研

究領域時，能充份認知漁業產業中「人」與「海」與「魚」與「船」之綜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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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46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搭乘漁業署漁訓二號訓練船前往日本進行海上實習訓練。 

2. 前往水產試驗所進行漁業研究、樣本採樣及處理、行政作業流程等陸上實習訓

練。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參加海(陸)上實習共計 46 人，其中海上實習人數為 41 人、陸上實習人數

為 5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家 2 家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與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上品國際流通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企業結盟 

具體

成果 

1. 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 

2. 邀請公司幹部進行產業經營專題演講，瞭解產業經營現況、業務推廣及漁業產

業發展方向。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篇 62 篇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7 年共計 62 篇參與業界合作專題、成品、碩博論文創作 

具體

成果 

碩博士論文創作： 

1. 台灣周邊海域布氏鯧鰺年齡與成長研究(林士舜) 

2. 不同鉛濃度下對海木耳(Sarcodia suieae)鉛蓄積及藻膽蛋白含量之影響(蘇紝誼) 

3. 應用科學魚探評估苗栗離岸風電設施聚魚效果之研究(孫士軒) 

4. 臺灣海峽中國槍鎖管之年齡成長及生殖生物學(廖俊棠) 

5. 探討烏賊碳酸鈣組織中碳氧穩定同位素比值與溫度之關係(陳慶懿) 

6. 利用動物軌跡追蹤系統探討黑棘鯛、布氏鯧鰺及黃鰭棘鯛游泳行為之研究(張香

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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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用耳石及鱗片探討臺灣西部海域黑棘鯛年齡成長(葉書齊) 

8. 台灣產菱蟹科蟹類之分類研究(吳翰恩) 

9. 台灣東北海域頭足類砷之蓄積(陳人禾) 

10.中西太平洋鮪延繩釣黃鰭鮪潛在棲地分布與預測模式建置之研究(賴詩涵) 

11.運用多衛星資料探討南印度洋長鰭鮪潛在棲地熱點分布(楊宛蓁) 

12.臺灣預防、制止和消除 IUU 捕魚行為之實踐研究(王意菁) 

13.夏季東海南部陸棚七星底燈魚仔稚魚之時空間分布特性(王怡甄) 

14.臺灣苗栗海域黑棘鯛之生殖生物學研究(蘇娜) 

15.颱風前後臺灣沿近海漁業漁獲物平均營養位階之變動(林奇緯) 

16.南海漁業爭端解決之研究(李柏樂) 

17.澎湖海域黃錫鯛之生殖生物學研究(徐則林) 

18.臺灣貢寮地區沿近岸海域魚類資源與營養位階結構變動之研究(何宗翰) 

19.以休閒漁業帶動宜蘭養殖區活化之策略(李昱鼎) 

20.台灣東北部海域鯖鰺漁業之脆弱度分析(郭雯莉) 

21.海洋環境變動對臺灣東北部海域圓花鰹與正鰹漁獲率與分布關係之研究(何孟

儒) 

22.宜蘭灣南方澳及大溪漁業特性及脆弱度之差異分析(甘佳瑋) 

23.臺灣北部海域鎖管棒受網漁業之脆弱度分析(林萱聆) 

24.手持式螢光分析儀與原子吸收光譜儀檢測水中生物之砷與鉛探討(陳俞任) 

25.台灣週邊海域的海表面溫度長期變化(張志賢) 

26.南海海域海面溫度之年代際變化分析(李哲豪) 

107 年臺灣水產年會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發表： 

1. 葉芸婷：臺灣海域銀紋笛鯛之生殖生物學與年齡成長研究。 

2. 江俊億、施彤煒、陳天任、鐘明宗、王佳惠：鋇穩定同位素於萊氏擬烏賊初

期生活史大量標識技術之建立。 

3. 黃郁仁、陸芊妤、粘育苓、鍾明宗、王佳惠：利用耳石化學微量元素組成分

辨野生與放流之銀紋笛鯛。 

4. 邱劭竹、徐至正、粘育苓、王佳惠：。台灣周邊海域黃鰭鯛之年齡與成長研

究。 

5. 陸芊妤、王佳惠：利用魚鱗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判別野生及養殖之銀紋笛鯛。 

6. 粘育苓、Yoshiyuki Iizuka、王佳惠：利用耳石微量元素探討臺灣三個隱蔽種烏

魚苗之棲地差異。 

7. 陳慶懿、鍾明宗、王佳惠：探討烏賊碳酸鈣組織之碳氧穩定同位素與溫度之

關係。 

8. 李冠儀、徐至正、王佳惠：金門海域黑棘鯛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之年齡

成長研究。 

9. 陳人禾：不同鉛濃度下對文蛤(Meretrix lusoria)各組織鉛蓄積及金屬硫蛋白表

現量之影響 

10.羅國政：台灣北部沿岸水域刺網漁業資源結構之研究。 

11.楊宛蓁：運用多衛星資料探討南印度洋長鰭鮪潛在棲地熱點分佈。 

12.徐健銘：台灣北部海域一支釣漁業資源結構季節變動之研究。 

13.黃鼎軒：台灣淺灘（Taiwan bank）周邊水文環境與漁業活動之季節特性。 

14.廖俊棠：台灣海峽中國槍鎖管之年齡成長及生殖生物學。 

15.孫士軒、呂學榮、林佳融、陳靜宜：以魚探與潛水觀測比較風力基座、測風



168 

塔與人工魚礁之聚魚效果-臺灣苗栗離岸風場為例。 

16.葉書齊、呂學榮、王佳惠、陳德平：利用耳石及鱗片探討臺灣西部海域野生

黑棘鯛之年齡成長。 

17.侯清賢、林佳融、呂學榮、廖正信：應用衛星遙測分析颱風前後之漁海況變

動:以澎湖鎖管漁場為例。 

18.蘇娜(Sunarti Sinaga)、呂學榮、陳德平、葉書齊：臺灣苗栗海域黑棘鯛之生物

生殖研究。 

19.林姿羽、侯清賢、呂學榮、陳永明：極端氣候災害下，臺灣養殖漁業危害與

潛在風險分析。 

20.侯清賢、李國添、呂學榮、林佳融、陳德平、鄭秋霞：異常海況事件下鯖鰺

漁業產業韌性探究之研究:以 2016 年鯖魚魚體小型化事件為例。 

21.侯清賢、呂學榮、八木信行：氣候變遷對沿岸魚類群聚結構影響之分析:以日

本千葉縣定置網漁業為例 (1965-2013 年) 

22.張香晧：利用動物軌跡追蹤系統探討黑棘鯛、布氏鯧鰺及黃鰭棘鯛游泳行為

之研究。 

23.賴詩涵：太平洋鮪延繩釣黃鰭鮪潛在棲地分布與預測模式建制之研究。 

24.吳研綸：產學會學術論文發表大會及會員大會並發表海報，海報題目為以全

球尺度探討三大洋黃鰭鮪釣獲率空間分布與週期性之關係。 

25.林子翔 ：太平洋大目鮪各年級群釣獲率分布與時空間變動之研究。 

26.Teng, S.Y., Lee, M.A., Su, N.J.：Modelling of essential fish habitat for Mugil 

cephalus based on IPCC climate scenario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27.Su, N.J., Lu, Y.S.：Investigation on fishing activity and essential fish habitat for the 

databank of released fingerling species in coastal waters off northwest Taiwan. 

28.Lu, Y.S., Su, N.J： Using daily growth increments in otoliths to age juvenile 

fourfinger threadfin (Eleutheronema rhadinum) in waters off western Taiwan. 

29.Chang, J.W., Su, N.J., Chang, J.H.：Real-time forecast analysis of swordfish fishing 

condition for the Taiwanese distant-water longline fishery in the Atlantic Ocean. 

30.Su, P.C., Su, N.J., Joung, S.J. ：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ometric 

morphological analysis for fourfinger threadfin in waters off western Taiwan. 

31.Chang, Q.X., Su, N.J., Chiang, W.C.：Trophic level and feeding ecology of blue 

marlin (Makaira nigricans) in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32.Lian, W.H., Su, N.J., Chang, C.W.：Marin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wordfish in the Atlantic Ocean. 獲得佳作。 

33.Hwang, L.J., Su, N.J., Liao, C.H.：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tagging technique for 

fourfinger threadfin in coastal waters off western Taiwan. 

34.Zheng, J.Y., Su, N.J., Lu, Y.S.：Spatial patterns and the length frequency analysis 

for fourfinger threadfin in coastal waters off western Taiwan. 

35.李柏樂、曾煥昇：論臺灣在南海漁業合作之角色。 

36.林憲忠：使用加速器記錄解析台灣東南部海域鬼頭刀之垂直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 5 人次 10隊/120人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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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由系學會及系辦公室主導，每年定期參加全國大學校院之大生盃、大環盃競賽活

動。 

具體

成果 

1. 安排學生參加壘球賽、男子排球賽、女子排球賽、男子籃球賽、女子籃球賽等

球類競賽活動，2 項大型球類競賽，共計指派 10 隊 120 人次參賽。 

2. 以球會友增加各大學校院相關科系學生之交流活動機會。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篇 18 篇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8 2 0 0 0 1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00 次 2,402 次 

執行單位 環漁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原名為漁業學系「Natl Taiwan Ocean Univ, Dept Fishery」至 2018 歷年被引用

次數為 367 次。 

 

自 82 年更名為漁業科學系「Natl Taiwan Ocean Univ, Dept Fisheries Sci」至 2018 

歷年被引用次數為 200 次。 

 

自 91 年更名為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Natl Taiwan Ocean Univ, Dept Environm Biol & Fisheries Sci」至 2018 歷年被引用

次數為 183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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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被引用次數為：2,402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件 5000 萬元/ 

25 件 5000 萬元 

59 件 6508.51 萬

/59件 6508.51萬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59 件，總金額計 65,085,148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共 59 件，總金額計 65,085,148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環漁系 10  11,280 400  23  30,61 ,000  26  23,19 ,748  59  65,085,148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環漁系 10  11,280 400  23  30,61 ,000  26  23,19 ,748  59  65,085,14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環漁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二) 海洋環境資訊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人次/ 12人 24人次/ 12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洋系 16 9 8 3 2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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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人次/ 9 人 17人次/ 11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洋系 13 9 4 2 17 1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20 人 1 隊/22(16)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海洋系為增加全國各高中生對本校系的認識，107 年 7 月 9 至 12 日暑假期間，辦

理「2018 海洋科學營」。計有來自全國各高中的 16 位學員參加(原先有 22 位報名，

部分同學因高中暑修課程衝堂不克參加申請退費)，透過營隊學習參與的體驗，增

加高中學生對本校、系的認識，進而達到宣傳海洋特色系所的目的。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3 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海洋系於 107 年 1 月 23 日 11:00 至 12：30 期間,安排接待蒞系參訪之臺北市           

立華江高級中學 209 及 214 班師生一行 77 人。配合將參訪學生人數分成 3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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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先做本系概況簡介及招生管道說明,並分送本校及本系之招生文宣供師生參     

考,接著依序由黃世任副教授、李宏仁副教授介紹陳列展示之熱像儀、光譜儀、     

溫鹽深儀及六軸飛行器(空拍機)等各項科學用途,另由方天熹教授及海洋化學          

實驗室研究生示範操作海洋化學之採樣作業及樣本分析實驗,最後集合全體同          

學至祥豐排球場,進行空拍機之現場實作飛行演練,由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做解說          

及指導操作練習,最後進行全體大合照,在學生歡呼聲中完成此次接待參訪活

動。 

2. 107 年 5 月 5 日海洋系配合招生組辦理「2018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邀請

107 學年度「繁星推薦」錄取生及「個人申請」正、備取生與家長近 40 人參加，

藉由本活動提升學生及家長對本校、系學習環境之認識和課程規劃之特色，鼓

勵「個人申請」正、備取生於登錄志願序時提高本系志願序，以利本系招收優

秀學子入學就讀。 

3. 107 年 8 月 18 日辦理海洋系 107 學年度大一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

動，由方天熹主任、大一班兩位班級導師及系助教參與師生座談，主動向新生

暨與會家長說明本系課程規劃、教學特色、軟硬體設施、學生校園生活環境與

未來畢業後出路及流向等，同時解答學生及家長有關課業、生活與學校各項法

規之相關提問，積極鼓勵大一新生準時報到註冊入學。出席之大一新生 24 人、

與會家長 32 人、連同系上師長及學生會幹部等，場面極為熱絡。系辦公室另

於會後指導系學生會自 8 月 28 日起，分北、中、南區各別辦理新生聯誼及各

項迎新活動， 107 學年度海洋系大學部一年級新生 53 名完成註冊，績效良好。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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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2018 年 05 月 05 日舉辦 2018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2018 年 08 月 18 日舉辦大一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活動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受限於學海飛揚獎學金名額有限，107 年度本系無同學申請案獲通過，甚為可惜。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本系學生持續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案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5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海洋系 博 2 鄭楷禾 
107/02/21- 

107/02/23 
紐西蘭威靈頓 太平洋氣候變遷研討會 

2 海洋系 大 4 李俞靜 
107/03/18- 

107/03/23 
福建東山 

第 10 屆水環璄科學研究高校聯

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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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系 博 5 許伯駿 
107/05/20- 

107/05/24 
日本東京千葉 2018 年日本地球科學聯合大會 

4 海洋系 

五年

一貫

碩 1 

羅元真 
107/06/03- 

107/06/08 
美國夏威夷 

第 15 屆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年

會 

5 海洋系 博 7 張舒惠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第 28 屆國際海洋極地工程研討

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海洋系 
大學

部 
馬嘉謙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3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海洋系 B 莫凱崴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2 海洋系 B 歐雅婷 
2018.09.01- 

2019.02.28 
德國 布蘭登堡科技大學 

3 海洋系 B 詹承翊 
2018.09.01- 

2019.02.28 
德國 布蘭登堡科技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11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海洋系 B 簡羽辰 
2018.01.18- 

2018.02.03 
韓國 International Winter Program 

2 海洋系 B 羅翊慈 
2018.01.18- 

2018.02.05 
韓國 International Winter Program 

3 海洋系 B 陳柏文 
2018.01.18- 

2018.02.06 
韓國 International Winter Program 

4 海洋系 B 陳建豪 
2018.01.18- 

2018.02.07 
韓國 International Winter Program 

5 海洋系 B 林欣怡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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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系 B 何真珍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7 海洋系 B 陳品心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8 海洋系 B 林志宗 
2018.07.17- 

2018.07.31 
日本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9 海洋系 B 鄭博元 
2018.07.17- 

2018.07.31 
日本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0 海洋系 B 曾子芸 
2018.07.17- 

2018.07.31 
日本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11 海洋系 B 謝今珮 
2018.07.17- 

2018.07.31 
日本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 人 35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經調查 107 年海洋系報考各項英文檢定測驗之同學統計結果如下 

大一同學 3 人  大二同學 4 人  大三同學 4 人  大四同學 2 人 研究生 2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同學反映校園多益場次不多，時間不見得能配合，且英文畢業門檻 若未符合本校

英語能力檢核標準者，同學可於選課期間，自行上網選修零學分「英文精進」課

程替代，故同學們報考英文檢定之意願不高，低年級同學亦不夠積極。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校每年舉辦 2 場校園多益考試，參加校園多益考試之成績，將由教務處直接匯

入教學務系統，同學們無需至教學務系統輸入成績，亦無需檢具成績正本至系辦

公室認證。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13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經調查統計 107 年度海洋系共計有 13 位同學通過本校英文檢定門檻(TOEIC550)。 

具體

成果 

00381052 王昭勛 多益測驗(TOEIC)705 

00381056 王紹穎 多益測驗(TOEIC)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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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1057 蔡燿任 多益測驗(TOEIC)690 

00381203 林信萱 多益測驗(TOEIC)735 

00481019 曾子芸 多益測驗(TOEIC)775 

00381049 吳彥儒 多益測驗(TOEIC)625 

00381053 吳宇堅 多益測驗(TOEIC)550 

00481017 陳韋均 多益測驗(TOEIC)505 

00481039 郭泓辰 多益測驗(TOEIC)585 

00781026 蔡品芸 多益測驗(TOEIC)825 

00781033 鄭鈞元 多益測驗(TOEIC)785 

00781050 呂謙 多益測驗(TOEIC)600 

10781008 白珮儒 多益測驗(TOEIC)655 

落後

原因

說明 

同學反映校園多益場次不多，時間不見得能配合，且英文畢業門檻 若未符合本校

英語能力檢核標準者，同學可於選課期間，自行上網選修零學分「英文精進」課

程替代，故同學們報考意願不高。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校每年舉辦 2 場校園多益考試，參加校園多益考試之成績，將由教務處直接匯

入教學務系統，同學們無需至教學務系統輸入成績，亦無需檢具成績正本至系辦

公室認證。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2 門 

執行單位 海洋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1062 學期及 1071 學期)本系共開設 2 門校外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碩士班：M81022W4(課號) 產學交流與業界實習 

大學部：B81032W4(課號) 產學交流與業界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人 16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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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海洋系 107 暑期「產業交流與業界實習課程」共計提供 13 位同學暑期業界        

實習機會，自 7 月 2 日起至 8 月 31 日期間，分別安排至「台灣檢驗科技 SGS        

股份有限公司」、「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陞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等廠商或機構實習，另中央氣象局海象中心今年度亦提供本系 3 個        

暑期實習名額。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家 7 家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結盟產業數 7 家 

具體

成果 

台灣檢驗科技 SGS 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氣象局海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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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人 0 門/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隊/50 人次 8 隊/9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3 月 24 日海洋系學生會組 6 隊 60 人報名參加全國地球科學相關科系「大

地盃」球類競賽。 

107 年 3 月 25 日海洋系學生會組 2 隊 30 人參加全國環境科學相關科系「大環盃」

球類競賽。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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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1 篇 11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9 0 0 0 2 11 
 

具體

成果 

1.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and Synthetic Typhoons to Calculate Storm Surges under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for Predicting River Stages  

作者：W.-C. Liu, Z.-Y. Zhou, W.-C. Huang, H.-M. Liu, Chih-Chieh Young 

發表在 Taiwan Water Conservancy (EI) 

2. Long-Lead-Time Prediction of Storm Surge Using Effective Controlling Parameters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作者：Wei-Ting Chao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 Tzu-Wei Wang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 Chih-Chieh Young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發表在 The 28th International Ocean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 (E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00 次 2,834 次 

執行單位 海洋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Natl Taiwan Ocean Univ, Dept Marine Environm Informat）歷年論文被引用次

數為 2,834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件 1,000萬元

/10件 1,000萬元 

12 件 997.71 萬元

/12 件 997.71 萬元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2 件，總金額計 9,977,050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計 12 件，金額為 9,977,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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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洋系 11  9,857,050  0  0  1  120,000  12  9,977,050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與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洋系 11  9,857,050  0  0  1  120,000  12  9,977,050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 107 年度執行計畫件數合計 12 件，與 KPI 值相符，計畫總金額約 998 萬元，

與原訂 KPI 值僅 2 萬元之些微差距。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將持續鼓勵系上老師，加強爭取科技部計畫及民間企業委託之建教合作計

畫，以使本系年度計畫執行總件數，達到近五年之研究計畫平均件數以上之水準，

並擴增委辦計畫之規模及經費總額度。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洋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三) 地球科學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人次/ 10人 27人次/ 11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地球所 21 7 6 4 27 1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人次/ 3 人 8 人次/ 4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地球所 7 3 1 1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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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 0 隊/ 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2 場次本所。 

具體

成果 

1. 於 7 月 5 日辦理新生暨家長座談會，計有師生家長共約 20 人出席。 

2. 於 10 月 13 日 65 週年校慶當日舉辦所友回娘家暨在校生親師活動，所友、退

休教師與在校師生共約 40 人參與。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100 萬元 3件/282萬元 

執行單位 地球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3 件/282 萬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地球所 陳明德 

臺俄(RU)國合計畫－晚第四紀西

北太平洋與亞洲季風及南北極百

年至千年尺度氣候變化連繫研究

(2/3) 

690,000 科技部 
107/1/1~ 

107/12/31 

地球所 陳明德 

臺俄(RU)國合計畫－晚第四紀西

北太平洋與亞洲季風及南北極百

年至千年尺度氣候變化連繫研究

(2/3) 

630,000 科技部 
107/1/1~ 

107/12/31 

地球所 陳明德 
天然氣水合物儲集系統精密觀測

與取樣-臺美與臺德合作計畫(2/2) 
1,500,000 科技部 

107/1/1~ 

108/6/3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篇 6 篇 

執行單位 地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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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共計有 6 篇與外籍學者合作共同發表於國際期刊之論文。 

具體

成果 

1. Chen, H.F.*, Lin. Y.J., Chen. B.H., Yoshiyuki, I., Liou, S.Y.H., Huang, R.T. (2018)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NH4
+ removal mechanisms by using natural and synthetic 

zeolites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emperatures. Minerals 8, 499. 

doi:10.3390/min8110499. (IF= 1.835) (NTOU 95529001H1 and NSC 

104-2116-M-019-003). 

2. Jingrui Li, Shengfa Liu, Xuefa Shi, Hui Zhang, Xisheng Fang, Min-Te Chen, Peng 

Cao, Xingquan Sun, Wenxing Ye, Kaikai Wu, Somkiat Khokiattiwong, Narumol 

Kornkanitnan (2018, Sep). Clay minerals and Sr-Nd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the Bay 

of Bengal sediments: Implications for sedimentprovenance and climate control since 

40 k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93: 50-58. 

3. Shengfa Liu, Hui Zhang, Aimei Zhu, Kunshan Wang, Min-Te Chen, Somkiat 

Khokiattiwong, Narumol Kornkanitnan, Xuefa Shi (2018, Aug). Distribution of rare 

earth element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western Gulf of Thailand: Constraints 

from sedimentology and mineralogy.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https://doi.org/10.1016/j.quaint.2018.08.010. 

4. Ziye Li, Min-Te Chen, Da-Cheng Lin, Houjie Wang, Xuefa Shi, Shengfa Liu, 

Yusuke Yokoyama, Masanobu Yamamoto, Chuan-Chou Sheng, Horng-Sheng Mii, 

Rainer Arief Troa, Rina Zuraida, Eko Triarso, Marfasran Hendrizan (2018, Apr). 

Holocene surface hydroclimate changes in the Indo-Pacific warm pool.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82: 1-12. 本人為通訊作者. 

5. Ziye Li, Min-Te Chen, Da-Cheng Lin, Xuefa Shi, Shengfa Liu, Houjie Wang, 

Yusuke Yokoyama, Chuan-Chou Shen, Horng-Sheng Mii, Rainer Arief Troa, Rina 

Zurzida, Eko Triarso, Marfasran Hendrizan (2018, Apr). Evidence of solar insolation 

and internal forcing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eastern tropical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Holocen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90: 1-9. 本人為通訊作者. 

6. Li Lo, Simon T. Belt, Julie Lattaud, Tobias Friedrich, Christian Zeeden, Stefan 

Schouten, Lukas Smik, Axel Timmermann, Patricia Cabedo-Sanz, Jyh-Jaan Huang, 

Liping Zhou, Tsong-Hua Ou, Yuan-Pin Chang, Liang-Chi Wang, Yu-Min Chou, 

Chuan-Chou Shen, Min-Te Chen, Kuo-Yen Wei, Sheng-Rong Song, Tien-Hsi Fang, 

Sergey A. Gorbarenko, Wei-Lung Wang, Teh-Quei Lee, HenryElderfield, David A. 

Hodell (2018, Feb). Precession and atmospheric CO2 modulated variability of sea 

ice in the central Okhotsk Sea since 130,000 years ago.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488: 36-4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碩博士生目前在職生增加，其中博士一般生人數減少，因此每年申請次數無

法達標。 

具體

改善

措施 

須增加一般生人數，協助並鼓勵學生增強外語能力，並踴躍申請學海系列補助出

國。 

 

https://doi.org/10.1016/j.quaint.2018.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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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4 人次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地球所 
碩 1 黃桂奕 107/06/03- 

107/06/08 

美國夏威夷 第 15 屆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年

會 

2 地球所 
博 1 黃桂奕 107/12/10- 

107/12/14 

美國華盛頓 美國地球物理聯盟秋季會議 

3 地球所 
碩 2. 唐子惟 107/05/19 

107/05/23 

日本千葉市 日本地球惑星科學連合 2018 大

會(JpGU2018 國際研討會)。 

4 地球所 
博 3 蔡宏霖 107/06/04 

107/06/08 

美國夏威夷州檀

香山 

第 15 屆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年

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今年經費大多補助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因此無足夠經費再補助學生赴大陸研修。 

具體
改善
措施 

將注意經費之分配，能夠兩者兼顧。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人 

具體

成果 

博士班蔡宏霖 2月 1日至 4月 29日赴德國布萊梅大學Dr. Mayhar研究室進行短期

研究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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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學生出國多以出席國際會議為主，本類之活動多以博士班學生較有機會參

加，目前本所博班學生人數不多。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碩班學生爭取此類活動之參加機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 4 門 

執行單位 地球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學年度共開設 4 門校外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1. ｢野外地球物理探勘實習｣：與中正大學及東華大學聯合舉行野外實地實習,本校

9 名學生參加。 

2. ｢地球科學產業實習｣：選送 3 名至海洋科技博物館、1 名至工研院綠能所實習。 

3. ｢石油探勘產業實習｣：2 名學生至中油探採研究所實習。 

4. 石油地球化學與油污染源鑑識」：2 名學生至中油探採研究所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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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年度共計開設 4 門校外實習課程。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選課學生多為大學部學生(含五年一貫生)，進入研究所

後專注於論文研究與寫作，無法再行參加實習。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非本校畢業之研究生選修實習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1 家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旭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具體

成果 
合作研究並協助學生論文研究所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篇碩士論文 

具體

成果 

與旭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之碩士論文:瑞穗尊古安山瑞欣石礦變質岩之礦物

與地球化學研究-黃子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2 人次 3 隊/6 人次 

執行單位 地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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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多位學生參加研討會壁報論文競賽。 

具體

成果 

1. 碩士班黃子璇 107/10/20 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年會學生論文比賽。 

2. 碩士班薛心怡 107/5/2-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暨地質年會壁報論文比賽。 

3. 碩士班魏仁潔 107/5/2-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暨地質年會壁報論文比賽。 

4. 碩士班黃桂奕 107/5/2-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暨地質年會壁報論文比賽。 

5. 碩士班陳建瑋 107/5/2-3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暨地質年會壁報論文比賽。 

6. 碩士班黃桂奕 107/6/3-8 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年會壁報論文比賽。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 篇 14 篇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4 0 0 0 0 14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00 次 4,153 次 

執行單位 地球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共計發表 234 篇文章，被引用次數 4,153 次。 

具體

成果 

本所原名「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Appl Geophys」歷年被引用次數為 1,806

次。 

 

93 年更名為「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Appl Geosci」歷年論文被引用次數為

2,34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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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更名為「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Earth Sci」歷年論文被引用次數為 2

次。 

總和被引用次數為：4,153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

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件 1000 萬元/ 

5 件 600 萬元 

15 件 2002.67 萬元/ 

8 件 1007.67 萬元 

執行單位 地球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5 件，總金額計 20,206,689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計 8 件，金額為 10,076,689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地球所 13  15,626,180  0  0  2  4,400,509  15  20,026,689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與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地球所 7  7646,180  0  0  1  2,430,509 8 10,076,68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地球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四)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人次/ 8 人 19 人次/ 8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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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資所 11 5 8 3 19 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次/ 4 人 4 人次/ 3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資所 4 3 0 0 4 3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尚無大學部學生，故本校學生就讀本所人數比例偏低，大部分報考學生為外

校相關科系學生及外籍生。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本校相關科系之大學部學生申請五年一貫進修，加強校內招生及本所特色宣

傳，也推廣跨領域進修，提高學生就讀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 0 隊/ 0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7 月 5 日辦理 107 學年度新生座談會，邀請新生及家長舉行師生座談。 

107 年 10 月 13 日配合本校之校慶活動，邀請畢業校友、學生親友舉行所友會及

茶會。 

具體

成果 

加強師生聯誼與學生家長情感聯繫，提高新生之報到率與註冊率，瞭解新生與家

長需求，本所可提供相應協助。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件/95 萬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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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目前尚無國際合作計畫。 

具體
改善
措施 

透過參加學術研討會等方式，加強本所之國際知名度。與特定國家之研究單位，

就特定議題建立常態性之連繫，以逐步建立共同合作研究之機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篇 4 篇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Liu, K. M.*, Sibagariang, R. D., S. J. Joung, and S. B. Wang. 2018. Age and growth 

of the shortfin mako shark (Isurus oxyrinchus) in the South Indian Ocean. Marine 

and Coastal Fisheries doi:10.1002/mcf2.10054. (SCI) 

2. Ting-Chun Kuo*, Parichart laksanawimol, Lindsay Aylesworth, Sarah Foster, 

Amanda Vincent (2018, May). Changes in the trade of bycatch species 

corresponding to CITES regulations: the case of dried seahorse trade in Thailand.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Accepted). (SCI). 

3. Lindsay Aylesworth, Ting-Chun Kuo* (2018, Feb). Reporting time period matters: 

quantifying catch rates and assessing recall bias from fisher interviews in Thailand. . 

Canadian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Sciences. (Accepted). (SCI). 

4. Ting-Chun Kuo*, Amanda Vincent (2018, Jan). Assessing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marine fishes under CITES regulations – A case study of 

seahorses. Marine Policy. (SSCI). 

具體

成果 

劉光明教授與外國學者共同發表期刊論文 1 次。 

郭庭君助理教授與外國學者共同發表期刊論文 3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2 人次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黃向文教授博士生廖君珮於 107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1 日出席於馬來西亞古晉

舉辦之「第五屆國際海洋保育大會（The 5th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servation 

Congress, IMC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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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光明教授博士生蘇珊慧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至 12 月 19 日出席在西班牙馬德

里舉辦之鯊魚物種鑑定工作小組會議。 

具體

成果 

共 2 人參與學術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黃向文教授博士生廖君珮於 107 年 7 月至 108 年 3 月赴美國華盛頓大學進行短期

研修。 

具體

成果 

參與科技部補助之博士生千里馬計畫，赴美進行短期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3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黃向文教授博士生廖君珮於 107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1 日出席於馬來西亞古晉

舉辦之「第五屆國際海洋保育大會（The 5th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servation 

Congress, IMCC5）。 

2. 黃向文教授博士生廖君珮於 107 年 7 月至 108 年 3 月赴美國華盛頓大學進行短

期研修。 

3. 劉光明教授博士生蘇珊慧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至 12 月 19 日出席在西班牙馬德

里舉辦隻鯊魚物種鑑定工作小組會議。 

落後

原因

說明 

學生申請出國交流人次少，大多參與國內之學術研討會。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申請短期研修或交換，以及至國外參與研討會交流訪問，並由本所補助

出國之交通及住宿費，鼓勵學生至國外發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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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該年度並無學生報考。 

落後

原因

說明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學時期通過英文檢定考試。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名，另也鼓勵通過英檢之學生向更高階挑戰，所上也

對報考英檢及通過英檢學生設有獎學金鼓勵。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該年度並無學生報考。 

落後

原因

說明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學時期通過英文檢定考試。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名，另也鼓勵通過英檢之學生向更高階挑戰，所上也

對報考英檢及通過英檢學生設有獎學金鼓勵。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資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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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人 0 門/ 0 人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篇 7 篇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學年度宋佩軒、葉吉球、張皓婷、許維哲、廖盈菊、徐燕琴、阿塔奇等 7 位

同學與業界合作完成論文發表。 

具體

成果 

同學參與政府相關部門及漁會漁民工作項目，完成碩士論文發表，有助於本所之

產學合作，及學生就業之鏈結。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 5 人次 4 隊/ 7 人次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1 月 19 日涂念慈參加 2018 臺灣水產學會年會壁報競賽。 

2. 107 年 5 月 2 日-3 日許維哲、邱靖淳與阿塔奇等三位同學參加於救國團劍潭海

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之 2018 海洋年會口頭報告及壁報競賽。 

3. 107 年 9 月 17 日許寧君、葉吉球同學參加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2018 年碩博士論

文獎徵稿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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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7 年 11 月 13 日邱靖淳同學參加與中國文化大學及臺北科技大學舉辦之跨校

聯合壁報論文與影片競賽。 

具體

成果 

學生參與國內各項競賽，有效提升本所知名度且推廣本所招生，並強化本所學生

之競爭力，於未來投入職場有更多經驗及能力。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篇 6 篇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6 1 0 0 0 6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本年度適逢教師退休，新教師待聘；另其餘教師發表尚在審核中，未正式發表，

故期刊發表總數較低。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教師踴躍投稿，並鼓勵未來新進教師積極發表期刊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20 次 440 次 

執行單位 海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原名「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歷年被引用

次數為 64 次。 

 

自 96 年更名為「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Marine Affairs & Resource 

Management」歷年論文被引用次數為 376 次。 

 

總和被引用次數為：440 次 

具體

成果 

有效提昇本所教師及系所研究知名度，有助於提昇本所之研究成果及學術交流，

進而提升國際合作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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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件 800 萬元/ 

10 件 800 萬元 

14 件 1106.18 萬

/14 件 1106.18 萬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4 件，總金額計 11,061,797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計 14 件，總金額計 11,061,797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資所 3  6,004,000  7  4,000,000  4  1,057,797  14  11,061,797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與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資所 3  6,004,000  7  4,000,000  4  1,057,797  14  11,061,79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資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五) 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次/ 3 人 22 人次/ 9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環態所 16 8 6 1 22 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次/ 3 人 12 人次/ 8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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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環態所 9 7 3 1 12 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 0 隊/ 0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暫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 107 年 6 月 9 日舉辦畢業典禮，本所當天邀請學生家長共同參與本所畢業茶

會，與家長互動。 

具體

成果 

當日參與者共約 50 人。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1件/1600萬元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件/1600 萬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環態所 蔣國平 
107 年馬祖海域棲地及資源保育 

計畫 
16,000,000 

連江縣 

政府 

107/7/1~ 

107/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篇 2 篇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Itoh, M; Kojima, H; Ho, PC; Chang, CW; Chen, TY; Hsiao, SSY; Kobayashi, Y; 

Fujibayashi, M ; Kao, SJ; Hsieh, CH; Fukui, M; Okuda, N; Miki, T; Shiah, FK (2018）

Integrating isotopic, microbial, and modeling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 methane dynamics 

in a frequently disturbed deep reservoir in Taiwan (vol 32, pg 861, 2017), Ecological 

Research 卷冊: 33 期: 5 頁數: 1083-1084 DOI: 10.1007/s11284-018-1597-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Itoh,%20M&dais_id=262303&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Kojima,%20H&dais_id=363218&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Ho,%20PC&dais_id=2061916&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Chang,%20CW&dais_id=293187&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cacheurlFromRightClick=no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Chen,%20TY&dais_id=484246&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Hsiao,%20SSY&dais_id=4182567&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Kobayashi,%20Y&dais_id=6380933&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Fujibayashi,%20M&dais_id=2170944&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Kao,%20SJ&dais_id=122261&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Hsieh,%20CH&dais_id=3575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Fukui,%20M&dais_id=288704&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Okuda,%20N&dais_id=34175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Miki,%20T&dais_id=35693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Shiah,%20FK&dais_id=391930&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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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stria, ES; Lai, CC; Ko, CY; Lee, KY ; Kuo, HY; Chen, TY; Tai, JH; Shiah, FK（2018）

Growth-controlling mechanisms on heterotrophic bacteri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helf: 

Summer and Winter patterns ,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卷冊: 29 期: 4 

頁數: 441-453 DOI: 10.3319/TAO.2018.01.19.0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1 人次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環態所 

五年

一貫

碩 1 

蔡品萱 
107/11/22- 

107/11/25 
日本沖繩 第 21 屆日本珊瑚礁學會年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1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Austria,%20ES&dais_id=27516787&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Lai,%20CC&dais_id=5671509&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Ko,%20CY&dais_id=2809980&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Lee,%20KY&dais_id=13916272&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Kuo,%20HY&dais_id=7891095&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Chen,%20TY&dais_id=484246&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Tai,%20JH&dais_id=3408994&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DaisyOneClickSearch.do?product=WOS&search_mode=DaisyOneClickSearch&colName=WOS&SID=E2VsSo5vTHlG16kl4PN&author_name=Shiah,%20FK&dais_id=391930&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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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蔡品萱同學老師於 107 年 11 月 22-25 日至日本沖繩參加「日本第 21 屆珊瑚

礁學會大會」，張貼海報題目為:「Discovery of annual sex change phenomenon in the 

stony coral Euphyllia ancora」。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暫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暫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暫無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環態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暫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6 人 21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107年研究生參與海洋觀測與研究船海上實習為21人（含107級畢業生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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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暫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人 0 門/ 0 人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暫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暫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 2 人次 1 隊/ 9 人次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研究生共 9 人於 107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3 日至台北劍潭參加「2018 年海洋科

學 年 會 」 海 報 競 賽 ， 學 生 張 貼 海 報 彙 整 於 本 所 專 題 海 報 總 覽 ：

http://www.imece.ntou.edu.tw/imece/index.php?id=poster00&code=tw 

具體

成果 
本所黃薇同學參加 2018 年海洋科學年會海報競賽，榮獲海洋化學組第 2 名。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篇 15 篇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5 0 0 0 0 15 
 

http://www.imece.ntou.edu.tw/imece/index.php?id=poster00&cod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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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100 次 3,637 次 

執行單位 環態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所（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Marine Environm Chem Ecol）論文被引用次

數為 3,531 次。 

 

2. 本所更名後（Natl Taiwan Ocean Univ Inst Marine Environm Ecol）論文被引用

次數為 106 次。 

 

總和被引用次數為：3,637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關

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件 600 萬元/ 

7 件 600 萬元 

13 件 6091.1 萬/ 

13 件 6091.1 萬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3 件，總金額計 60,911,008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計 13 件，金額為 60,911,008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環態所 10  31,197,000  0  0  3  29,714,008  13  60,911,008  

 

本所與海洋相關計畫共 13 件 60,911,008 元 

項次 姓名 計畫名稱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計劃金額 

1 蔣國平 107 年馬祖海域棲地及資源保育計畫 107/07/01 107/12/31 16,000,000 

2 周文臣 
海研二號研究船貴重儀器使用中心補助計

畫 
107/08/01 108/07/31 13,958,000 

3 龔國慶 
107至 108 年度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系統營

運期間環境品 質監測：海域環境（含河口
107/08/01 110/12/31 13,5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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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海域水質、海域沉積物 、海域生態、

漁業資源及 CTD 調查）調查暨採樣分析工

作 

4 龔國慶 

離岸風力發電對海洋生態影響之調查與評

估-雲彰隆起海域水質、浮游生物生態、資

料庫與模式建構(2/4) 

107/05/01 108/04/30 6,783,000 

5 周文臣 
東沙海草床碳化學的時序變化及其控制機

制(1/3) 
107/08/01 108/07/31 2,115,000 

6 蔣國平 

副熱帶陸棚浮游生物食物網生態過程研究-

總計畫及子計畫：副熱帶陸棚浮游生物食物

網生態過程研究: 超微真核藻類生理活性

與混營行為機制(1/3) 

107/08/01 108/07/31 2,100,000 

7 龔國慶 
臺灣四周海域海洋基礎生產力長期觀測與

研究(Ⅰ) 
107/08/01 108/07/31 1,263,000 

8 陳宗岳 

副熱帶陸棚浮游生物食物網生態過程研究-

子計畫：副熱帶陸棚浮游生物食物網生態過

程研究-東海溶解態基礎生產力及其被動釋

放機制探討 

107/11/01 108/07/31 1,206,000 

9 鍾至青 

細胞自噬機制對於海洋矽藻營養鹽緊迫生

理調控及應用其於浮游植物生態研究之探

討 

107/08/01 108/07/31 1,088,000 

10 蔡安益 

副熱帶陸棚浮游生物食物網生態過程研究-

子計畫：副熱帶陸棚浮游生物食物網生態過

程研究--微生物環細菌生物量傳遞過程 

107/08/01 108/07/31 1,087,000 

11 
識名信

也 

探討珊瑚有性生殖中生殖腺體細胞凋亡的

功能和機制 
107/08/01 108/07/31 950,000 

12 李基毓 
圓柱直立結構物於海洋波浪方向不規則波

場下受力之研究 (II) 
107/08/01 108/07/31 647,000 

13 龔國慶 淡水河口近海採樣計畫 107/08/01 108/07/31 132,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環態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六)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0 場次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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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1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海洋環境

變遷博士

學程 

博 4 陳韋廷 107/11/24- 

107/11/26 
中國廣州 第三屆亞洲原生生物會議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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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

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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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次 0 隊/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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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學院 

(一)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0 人次/ 30 人 91 人次/ 39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機械系 43 17 48 22 91 3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次/ 10 人 19 人次/ 9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機械系 12 8 7 1 19 9 
 

落後
原因
說明 

比預定目標少 1 人。 

具體
改善
措施 

增加各項管道關懷本系大學部學生，並鼓勵本系大學部學生報考本系研究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次 3 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符合目標，107 年本系與高中相關活動 3 次。 

具體

成果 

1. 2/24-2/25 閻順昌主任、黃士豪老師、吳俊毅老師與碩士生黃治軒同學參加 2018

大學博覽會進行招生宣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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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26 完成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問卷填答。 

3. 7/21-7/22 閻順昌老師及吳俊毅老師假台大綜合體育館 1 樓參加 2018 大學博覽

會(北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符合目標，107 年舉辦 2 場次與新生家長互動。 

具體

成果 

1. 5/5 舉辦 2018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2. 8/18 辦理 107 學年度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1 件/84.43 萬元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件/84.43 萬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機械系 林益煌 
台灣離岸風場運轉維護管理平台建置

研究 
844,250 科技部 

107/1/1~ 

107/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3 人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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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機械系 

五年

一貫

碩 2 

黃友郁 
107/06/17- 

107/06/22 
西班牙 國際海洋與離岸工程研討會 

2 機械系 博 2 黃柏翰 
107/11/27- 

107/12/02 
日本大阪 

第二屆先進機械科學與技術聯

合研討會 

3 機械系 

已畢

107.

07 

黃振庭 
107.08.01- 

107.08.04 
日本富山 

2018 國際電磁學研究進展研討

會 
 

落後
原因
說明 

原預計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研討會人次，因延後發表而取消。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指導教授多多鼓勵研究生申請補助參與國際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 107 年 5 名學生出國研修，均選擇非大陸地區，故此項目無填報資料。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本系學生拓展國際視野，出國短研，並鼓勵學生多元選擇(各國)短研機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3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機械系 M 林子竣 
2017.09.17- 

2018.08.31 
日本 北海道大學 

2 機械系 B 陳彥任 
2018.10.01- 

2019.09.30 
日本 神戶大學 

3 機械系 M 胡予恩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5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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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機械系 B 徐加紘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2 機械系 B 熊冠凱 
2018.07.03- 

2018.08.01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芙蓉中華中學志工團 

3 機械系 
大學

部 
林佳璇 

20181222- 

20181229 
大陸地區 自費 

4 機械系 日間 沈子祺 
107/11/18- 

107/11/24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活

動 

5 機械系 日間 賴泓翰 
107/11/18- 

107/11/25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活

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4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4 名學生 107 年國外暑期實習 

具體

成果 

暑期實習_中國江蘇(永誠亞太)2 名(曹晉瑋、林佳璇) 

暑期實習_馬來西亞(和泰電子)2 名(郭梓慧、黃秉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0 人 83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超越目標值，107 年本系報考英檢人次 83 人。 

具體

成果 
107 年本系報考英檢人次大學部 82 人，碩士班 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6 人 50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超越目標值，107 年本系通過英檢人次 50 人。 

具體

成果 
超越目標值，107 年本系通過英檢人次 50 人(大學部學生)。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 2 門 

執行單位 機械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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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1 學期開設 2 門校外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1071(大學部) [暑期校外實習]課程。 

1071(研究所) [校外實務研究]課程。 

落後
原因
說明 

原預定 1062 開設之[產業實習]課程，因學生實習未分發成功，未開設該課程。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積極聯繫相關產業，鼓勵學生參與企業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9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學生校外實習共 9 人，比預定人數少 1 人。 

具體

成果 

2 位馬來西亞(和泰電子) 

2 位中國江蘇(永誠亞太) 

3 名中國廣東(太康精密) 

1 位台灣雲林(笠原科技) 

1 位台灣蘇澳(龍德造船) 

落後

原因

說明 

原預定馬來西亞實習人數因故減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家 8 家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符合目標值，8 家產業結盟數。 

具體

成果 

(機械系)107 年教師產學合作計畫 2 件： 

年

度 
姓名 專案案名 委託單位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計劃 

總金額 
  

107 周昭昌 

長海計畫:新型心臟瓣膜

的流體動力模擬、性能測

試與表面處理技術 

長庚紀念

醫院 
105/07/01 108/06/30 1,330,538 第 3 年 

107 鄭元良 

潛艦國造研究發展專案

計畫-柴油機在高背壓排

氣運轉之性能優化研究 

台灣國際

造船(股)公

司 

107/09/01 108/08/31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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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先進製造工程研究中心、壓鑄聯盟產學合作計畫 6 件： 

年
度 

姓名 專案案名 委託單位 
執行起始
日期 

執行結束
日期 

計劃 

總金額 

107 莊水旺 
壓鑄技術產學服務聯盟
(2/3) 

壓鑄技術產學服務
聯盟 

107/02/01 108/01/31 2,243,000 

107 莊水旺 
壓鑄模具鑄造方案模流
分析服務 

保技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7/01/01 107/12/31 430,000 

107 莊水旺 
壓鑄模具鑄造方案模流
分析服務 

信鍇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6/03/01 107/07/31 537,840 

107 莊水旺 
壓鑄模具鑄造方案模流
分析服務 

中精壓鑄股份有限
公司 

107/02/01 107/05/31 200,000 

107 莊水旺 
壓鑄模具鑄造方案模流
分析服務 

葉信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7/03/16 107/04/30 40,000 

107 莊水旺 壓鑄件拉伸試驗服務 
台歐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07/12/16 108/01/15 32,6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2 篇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超越目標值，2 篇與業界合作論文。 

具體

成果 

機械系周昭昌老師因執行長海計畫與長庚醫院合作，於 107 年指導學生論文獲獎

2 篇，碩班 1 篇，博班 1 篇： 

1. 周昭昌老師指導碩士畢業生林文怡同學及碩一學生黃秉洋同學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參加「TACT2018 台灣鍍膜科技協會年會」之學生海報論文競賽，論文名

稱：多巴胺中間層混含熱解二胺對肝素被覆鈦金屬之血液相容性的影響，論文

編號：0060，榮獲 E 組(有機軟性與生醫薄膜)學生海報論文佳作獎。 

2. 周昭昌老師於 2018年 11月 17日榮獲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Tribology and Applied Technology (ICETAT2018) 國際研討會(Nov.16th-18th)之最

佳產學應用獎(Best Industry-Academic Application Award)，作者與論文名稱: 

Chau-Chang Chou*, Zuo-Syuan Dong, Te-Chun Wu, Wen-Jin Cherng, and 

Chi-Hsiao Yeh,“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a Synchronized Bileaflet 

Mechanical Heart Valve by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Modelling”。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隊/20 人次 13 隊/20 人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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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超越目標值，107 年本系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已得獎者 13 隊至少 20 人次學生參與。 

具體

成果 

1. 本校海洋能源研究團隊:林鎮洲教授(機械系)、侯昇基先生、張育齊博士、周一

志教授(造船系)、臧效義教授(河工系)等人合著論文「具可滑動底部轉軸-推拉

板式波能轉換器之設計與實驗研究」，獲得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評選為 107

年度優秀論文。 

2. 林資榕老師、吳俊毅老師、黃振庭同學、吳品樺同學、姜梃竣同學之學術論文

榮獲 2018 年國際智慧感測器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3. 張文桐老師指導大四專題生楊東諺、張偉謙、葉天祈參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一屆創意暨創業競賽」，於「智慧生活」領域的 28 組團隊中以主題「智慧自

動雨傘販賣機」脫穎而出，榮獲「創業啟動金」新台幣 15,000 元。 

4. 莊水旺老師與楊政昌同學榮獲 2018 年模具暨應用產業技術論文發表會「模具論

文獎」優等獎。 

5. 周昭昌老師指導碩士畢業生林文怡同學及碩一學生黃秉洋同學於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參加「TACT2018 台灣鍍膜科技協會年會」之學生海報論文競賽，論文名

稱：多巴胺中間層混含熱解二胺對肝素被覆鈦金屬之血液相容性的影響，論文

編號：0060，榮獲 E 組(有機軟性與生醫薄膜)學生海報論文佳作獎。 

6. 張文桐老師與碩士生胡予恩同學之共同著作「盤形凸輪之一體成型式轉動平衡

設計及其最佳化與實驗驗證」榮獲中華古機械文教基金會 107 年度「紀念曾錦

煥教授最佳論文獎」及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該獎項與第 21 屆全國機構與機

器設計學術研討會「最佳論文獎」一併頒發。 

7. 林資榕教授指導五年一貫研究生黃振庭同學碩士論文榮獲「中華民國光電學會」

碩士論文獎第一名，論文名稱：低維度表面電漿子奈米雷射的設計與應用。 

8. 溫博浚老師與黃仕安同學、許睿仁同學榮獲 107 年力學會議海報論文競賽佳作。 

9. 沈志忠老師與簡宏祥同學榮獲 107 年力學會議之論文競賽「熱流與能源組第三

名」。 

10.周昭昌老師於 2018年 11月 17日榮獲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Tribology and Applied Technology (ICETAT2018) 國際研討會(Nov.16th-18th)之最

佳產學應用獎(Best Industry-Academic Application Award)，作者與論文名稱: 

Chau-Chang Chou*, Zuo-Syuan Dong, Te-Chun Wu, Wen-Jin Cherng, and 

Chi-Hsiao Yeh,“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a Synchronized Bileaflet 

Mechanical Heart Valve by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Modelling”。 

11.溫博浚老師之博士班學生黃柏翰同學榮獲 The 2nd Joint Symposium on 

Advanced Mechanical Science & Technology－傑出海報論文獎。 

12.林資榕老師指導之大專生研究團隊成果：High-performance plasmonic nanolasers 

with a nanotrench defect cavity for sensing applications，榮獲中華民國物理學會

「2018 年大專生優良論文獎」。 

13.沈志忠老師指導大四專題學生林鈺皙同學及殷昭駿同學，榮獲第三屆(2018)北

區三校機械(電)工程學系之「專題製作競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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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篇 38 篇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38 0 0 0 0 3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447 次 4,515 次 

執行單位 機械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超越目標值，機械系近 10 年論文被引用 4,515 次。。 

具體

成果 

1999-2019 海大機械系論文期刊引用次數總和 4,515 次，不含自我引用次數 3,868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6件 1200萬元/ 

3 件 300 萬元 

20 件 1605.07 萬/ 

5 件 379.9 萬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20 件，總金額計 16,050,696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機械系 10 9,006,250 2 1,098,846 2 700,000 14 10,805,096 

(機械系)

先進製

造工程

研究中

心 

1 2,300,000 0 0 5 2,945,600 6 5,245,600 

總計 11 11,306,250 2 1,098,846 7 3,645,600 20 16,050,696 

海洋相關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機械系 3 2,999,250 1 300,000 1 500,000 5 3,799,250 

總計 3 2,999,250 1 300,000 1 500,000 5 3,79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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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件/30 萬元 3 件/74 萬 7500 元 

執行單位 機械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3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新鋁基飛灰複合材料之製造方法 機械系 莊水旺 TW 發明 

2 新鋁基飛灰複合材料之製造方法 機械系 莊水旺 CN 發明 

3 智慧穿戴式搬運裝置 機械系 溫博浚 TW 發明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747,5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機械系 莊水旺 
壓鑄流道方案設計程式                

及低速多段射出曲線設定程式 
630,000 

2 機械系 莊水旺 壓鑄模穴表面狀態量測技術 117,500 
 

 

(二)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人次/ 10人 30人次/ 20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造船系 25 18 5 2 30 2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人次/ 10人 25人次/ 18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造船系 23 17 2 1 25 1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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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4 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4 次 

具體

成果 

造船系 107 年執行情形如下表： 

1. 高中端到校參訪 

編號 學校 參訪點 日期 

1 新北市私立金陵女

中(師生共約 45 人) 

操船模擬中心、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造船系、河工系、光電系、食科系罐

頭工廠、圖書館、校史博物館 

107/2/6 

-107/2/7 

2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師生共約 80 人)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造船系、河工系 107/5/25 

3 台北市復興高中

(師生共約 85 人) 

水生動物實驗中心、造船系、河工系 107/11/16 

2. 本系於 2/24-2/25 派員前往台中舉辦之「大學博覽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5.5(六)舉辦 2018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透過舉辦說明會來與新生及其

家長互動，進而瞭解系所發展方向及學習重點，本系安排 Q&A 時間讓新生及

其家長直接向師長們提問，希望可以鼓勵新生就讀。 

2. 107.8.18(六)舉辦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透過舉辦說明會來與新生及其

家長互動，進而瞭解系所發展方向及學習重點，本系安排 Q&A 時間讓新生及

其家長直接向提問師長們提問，提問內容包含學習重點、本系就業狀況、升學

管道、學生住宿問題等，希望藉此協助新生及其家長更了解本系。 

具體

成果 

1. 107.5.5 共有新生 14 位，家長 22 位參與 2018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2. 107.8.18 共有新生 12 位，家長 20 位參與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1 件/122.27 萬元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件/122.2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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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造船系 辛敬業 
波浪對於船尾跡流與螺槳性能的影響

(III) 
1,222,720 美國海軍 

107/7/1~ 

109/12/3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25 人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造船系 碩一 林彥璋 
107/05/14- 

107/05/16 
美國巴爾的摩 第十屆國際空化研討會 

2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1 

張耿銘 
107/05/14- 

107/05/17 
德國法蘭克福 光學系統設計研討會 

3 造船系 碩二 賴信安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國際海上工程研討會 

4 造船系 碩二 毛耀堂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國際海上工程研討會 

5 造船系 碩二 謝侑雯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國際海上工程研討會 

6 造船系 碩二 呂玲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國際海上工程研討會 

7 造船系 
碩二 賴弘偉 107/04/12~ 

107/04/20 
日本千葉   

8 造船系 
碩二 陳力禎 107/04/12~ 

107/04/20 
日本千葉   

9 造船系 
大四 蔡沅志 107/04/12~ 

107/04/20 
日本千葉   

10 造船系 
碩一 林佑昇 107/5/16- 

107/5/19 
越南胡志明市 E&T solutions 2018 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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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造船系 
碩一 黃琦雯 107/5/16- 

107/5/19 
越南胡志明市 E&T solutions 2018 國際研討會 

12 造船系 

博士 許桓嘉 107/5/13- 

107/5/18 
美國巴爾的摩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avitation 

(CAV208) 

13 造船系 
碩一 黃斯寬 107/6/10- 

107/6/17 
日本札幌 2018ISOPE 國際海上工程研討

會 

14 造船系 
博士 王星宇 107/6/10- 

107/6/15 
日本札幌 2019ISOPE 國際海上工程研討

會 

15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1 

粘以淨 
107/09/02- 

107/09/06 
韓國仁川 國際水動力學會議 

16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1 

邱方伶 
107/09/02- 

107/09/06 
韓國仁川 國際水動力學會議 

17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1 

林彥翔 
107/10/09- 

107/10/12 
南韓釜山 2018 年先進海事工程研討會 

18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2 

曾郁安 
107/10/09- 

107/10/12 
南韓釜山 2018 年先進海事工程研討會 

19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2 

周辰珊 
107/10/09- 

107/10/12 
南韓釜山 2018 年先進海事工程研討會 

20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1 

黃琦雯 
107/10/15- 

107/10/18 
中國武漢 

第 32 屆亞太地區海洋結構技術

轉變及諮詢會議 

21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2 

林佑昇 
107/10/15- 

107/10/18 
中國武漢 

第 32 屆亞太地區海洋結構技術

轉變及諮詢會議 

22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1 

楊劭祺 
107/10/15- 

107/10/18 
中國武漢 

第 32 屆亞太地區海洋結構技術

轉變及諮詢會議 

23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2 

黃群傑 
107/10/15- 

107/10/18 
中國武漢 

第 32 屆亞太地區海洋結構技術

轉變及諮詢會議 

24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2 

黃榆淮 
107/11/19- 

107/11/21 
奧地利維也納 

2018 國際再生能源與環境研討

會 

25 造船系 

五年

一貫

碩 1 

吳竣琥 
107/11/28- 

107/12/01 
日本大阪 

第二屆先進機械科學與技術聯

合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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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造船系 M 林合意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3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造船系 
大學

部 
蒲致瑋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

營 

2 造船系 
大學

部 
高浩鈞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

營 

3 造船系 
大學

部 
張均瑩 

107/07/26- 

107/08/03 
緬甸 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42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42 人報考 

具體

成果 

本系 107 年報考英文檢定共 42 人，詳細名單如下： 

考試類別 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年級 總分 狀態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GEPT) 1071 00751038 吳堃睿 1 

中高級初

試 通過 

*國際英文測驗(IELTS) 1071 00451017 黃崇安 4 6.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251012 陳皓澤 5 350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251050 蔡承翰 6 60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351036 蔡沅志 4 525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51020 詹京展 3 760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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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06 莊鴻祥 4 500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18 吳沛舫 4 86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27 曾子荀 4 56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28 許景淳 4 64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37 古賴佳霖 4 78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206 陳英杰 5 295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51201 王于欣 4 56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51047 葉子齊 2 59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751032 許文杰 1 74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24 鄭祺嚴 4 41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25 楊涵如 4 42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35 洪紹文 4 72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38 翁祖毅 4 29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44 蕭文亞 4 545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45 翁瑋鴻 4 57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47 袁士展 4 74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56 劉冠廷 4 65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61 張均瑩 4 65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51003 劉上齊 3 73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651044 張秉弘 2 31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651047 葉子齊 2 46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251053 廖政堤 5 73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351020 陳冠惇 5 51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21 羅士閎 4 60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32 蒲致瑋 4 41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34 何信彥 4 74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41 吳從樂 4 62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42 余明志 4 78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55 林傳富 4 34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58 林宣佑 4 44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007 許芙瑄 3 62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013 錢與擎 3 60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047 林柏頡 3 57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057 蔡承翰 3 68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203 莊翔鈞 4 505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51054 黃建豪 1 29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26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26 人通過考試 

具體

成果 

本系 107 年通過英檢共 26 人，詳細名單如下： 

考試類別 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年級 總分 狀態 

*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1071 00751038 吳堃睿 1 中高級初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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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PT) 試 

*國際英文測驗(IELTS) 1071 00451017 黃崇安 4 6.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251050 蔡承翰 6 60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551020 詹京展 3 76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18 吳沛舫 4 86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27 曾子荀 4 56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28 許景淳 4 64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51037 古賴佳霖 4 78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551201 王于欣 4 56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51047 葉子齊 2 595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751032 許文杰 1 74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35 洪紹文 4 72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45 翁瑋鴻 4 57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47 袁士展 4 74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56 劉冠廷 4 65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51061 張均瑩 4 65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51003 劉上齊 3 73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251053 廖政堤 5 73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21 羅士閎 4 60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34 何信彥 4 74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41 吳從樂 4 62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51042 余明志 4 78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007 許芙瑄 3 62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013 錢與擎 3 60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047 林柏頡 3 575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51057 蔡承翰 3 685 通過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4 門 

執行單位 造船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4 門 

具體

成果 

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高階造船實習」課程及 9 學分的「校外實習(Ⅱ)」

課程，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中階造船實習」課程及 9 學分的「校外實習」

課程，「校外實習」課程為至少得在實習單位每週駐點實習 3 天。「高階造船實習」

課程共有 1 人選修，「中階造船實習」課程共有 19 人選修，「校外實習」課程共有

0 人選修，「校外實習(Ⅱ)」課程共有 6 人選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26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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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26 人 

具體

成果 

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高階造船實習」課程及 9 學分的「校外實習(Ⅱ)」

課程，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中階造船實習」課程及 9 學分的「校外實習」

課程，「校外實習」課程為至少得在實習單位每週駐點實習 3 天。「高階造船實習」

課程共有 1 人選修，「中階造船實習」課程共有 19 人選修，「校外實習」課程共有

0 人選修，「校外實習(Ⅱ)」課程共有 6 人選修，詳細實習學生人數如下表： 

學號 姓名 課程名稱 實習期間 實習單位 

00351006 徐子洋 高階造船實習 107/01/21-107/02/15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 

00351018 黃圓睿 校外實習(Ⅱ) 107/02/22-107/06/27 龍德造船工業公司(宜蘭) 

00351021 國志揚 校外實習(Ⅱ) 107/02/22-107/06/27 龍德造船工業公司(宜蘭) 

00351022 何朕昊 校外實習(Ⅱ) 107/02/22-107/06/27 龍德造船工業公司(宜蘭) 

00351025 柯威任 校外實習(Ⅱ) 107/02/22-107/06/27 龍德造船工業公司(宜蘭) 

00351035 曾昱翔 校外實習(Ⅱ) 107/02/22-107/06/27 龍德造船工業公司(宜蘭) 

0036D015 李彥明 校外實習(Ⅱ) 107/02/22-107/06/27 龍德造船工業公司(宜蘭) 

00451055 林傳富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07 郭學豪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24 鄭祺嚴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45 翁瑋鴻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21 羅士閎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27 曾子荀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基隆) 

00451031 王建閎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基隆) 

00451006 莊鴻祥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基隆) 

00451008 鄒宗軒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基隆) 

00451036 趙建傑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基隆) 

00451014 魏祥丞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04 
葉大成造船技師事務所 

(高雄) 

00451051 郭書丞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9/08 嘉鴻遊艇公司(高雄) 

00451005 林書民 中階造船實習 107/07/08-107/08/18 龍德造船工業公司(宜蘭) 

00451044 蕭文亞 中階造船實習 107/08/05-107/09/01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42 余明志 中階造船實習 107/08/05-107/09/01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49 曾家暉 中階造船實習 107/08/05-107/09/01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25 楊涵如 中階造船實習 107/08/05-107/09/01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50 斯映翔 中階造船實習 107/08/05-107/09/01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 

00451004 張凱程 中階造船實習 107/08/05-107/09/01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基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家 4 家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4 家 

具體

成果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高階造船實習課程、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的中階造船實習課

程及全學年的校外實習課程與台船、嘉鴻遊艇、葉大成造船技師事務所及龍德造

船公司合作辦理學生校外實習事宜，共計有 26 人次分別前往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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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2 人次 6 隊/6 人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6 隊/6 人次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本系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共 6 隊/6 人次，詳細資料如下表： 

序

號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時間 名次 指導 

老師 

參與 

學生 

1 2018國際學生自製

船模大賽 B 組整合

型設計與製作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造船及海洋工

程系 

5/27 整體設計獎

第一名&資

格獎 

李耀輝 林書民 

2 2018國際學生自製

船模大賽 B 組整合

型設計與製作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造船及海洋工

程系 

5/27 系統整合獎

&資格獎 

李耀輝 郭學豪 

3 2018國際學生自製

船模大賽 B 組整合

型設計與製作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造船及海洋工

程系 

5/27 工藝獎&資

格獎 

李耀輝 張凱程 

4 2018國際學生自製

船模大賽 B 組整合

型設計與製作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造船及海洋工

程系 

5/27 工藝獎&資

格獎 

李耀輝 魏祥丞 

5 2018國際學生自製

船模大賽 B 組整合

型設計與製作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造船及海洋工

程系 

5/27 工藝獎&資

格獎 

李耀輝 官世倫 

6 2018國際學生自製

船模大賽 B 組整合

型設計與製作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造船及海洋工

程系 

5/27 資格獎 李耀輝 王建閎 

 

 



221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7 篇 17 篇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7 0 0 0 0 1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07 次 1,184 次 

執行單位 造船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184 次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本系論文被引用次數為 161 次，被引用次數總和為 1,184 次，被引用次數

總和(不含自我引用)為 1,049 次，每個項目平均被引用次數為 6.69 次，歷年被引

用次數如下圖所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

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件 1200萬元/ 

4 件 200 萬元 

128件 5475.82萬元/ 

21 件 2469.34 萬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28 件，總金額計 54,758,2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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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造船系 8  7,393,214  0  0  17  23,478,390  25  30,871,604  

(造船

系)振動

噪音工

程研究

中心 

1  1,238,820  0 0 102  22,647,820  103  23,886,640  

(造船

系)水下

噪音暨

流體動

力研究

中心 

0 0 0 0 0 0 0 0 

總計 9 8,632,034 0 0 119 46,126,210 128 54,758,244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數共 21 件，總金額計 24,693,424 元，詳細清單如下： 

姓名 專案案名 委託單位 計劃總金額 

陳建宏 
水下載具在空蝕水槽的水動力學與水下聲學

量測技術建置(一)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

有限公司 
8,500,000  

辛敬業 台灣離岸風場運轉維護管理平台建置研究 科技部 1,649,214  

辛敬業 波浪對於船尾跡流與螺槳性能的影響(III) 美國海軍 1,222,720  

黃榮鑑 變動地形下之內波群與表面波互制研究 科技部 973,000  

辛敬業 波浪效應對船艦螺槳性能之研究(II) 科技部 925,000  

周一志 

底碇振盪衝擊式波浪能轉換器（BH-OWSC）

之設計與驗證-子計畫二：BH-OWSC 之模擬

分析與外形最佳化(1/2) 

科技部 924,000  

陳建宏 
整合開口式沉箱與波浪能轉換系統以提高波

能擷取之系統設計參數研究(2/2) 
科技部 922,000  

辛敬業 
可應用於潛艦非定常流模擬之螺槳體積力發

展與改善 

臺灣國際造船股份

有限公司 
900,000  

辛敬業 實海域螺槳與附屬物性能評估(I)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

有限公司 
880,000  

辛敬業 螺槳跡流幾何的探討與計算方法之建立(2/2) 科技部 838,000  

陳柏台 
潛艦水下目標聲回波強度模擬評估(2/3)之研

究：水下目標聲回波強度模擬技術研究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 
770,000  

高瑞祥 五葉高速船用端版螺槳產品開發計畫 
宏昇螺旋槳股份有

限公司 
740,000  

翁維珠 虛擬實境之船舶管路設計應用研究 科技部 587,000  

方志中 等效設計規則波之三體船整體結構反應分析 科技部 575,000  

陳柏台 潛艦結構噪音模擬與水中噪音控制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

有限公司 
495,000  

高瑞祥 測試載台螺槳水動力組件設計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 
479,000  

辛敬業 測試載台及螺槳自推數值分析組件開發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 
47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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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宏 波浪發電水動力計算 
財團法人工業研究

院 
400,000  

關百宸 船體變形量程式開發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

有限公司 
298,000  

方志中 台灣離岸風場運轉維護管理平台建置研究 科技部 1,238,820  

許榮均 離岸風力發電設施水下噪音調查技術開發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900,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4 件/150 萬元 

執行單位 造船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4 件，明細如下： 

No. 專利名稱 系所 發明人 國別 種類 

1 擴散型端板螺槳-CIP 造船系 柯永澤 US 發明 

2 
一種多用途的離岸風電安裝輔助工

作船 

造船系 柯永澤 US 發明 

3 擴散型端板螺槳 系工系 柯永澤 JP 發明 

4 擴散型端板螺槳 系工系 柯永澤 EP 發明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150 萬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造船系 柯永澤 擴散型端版螺槳技術 1,500,000 
 

 

(三) 河海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人次/ 30 人 41 人次/ 28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河工系 32 24 9 4 41 28 
 

落後

原因

說明 

河工系 107 年應屆畢業生約有 82 位。而河工系畢業學生出路多元，有些學生選擇

於畢業後先到業界工作或大部分男生會選擇先去服役，而選擇升學的同學可能因

為地緣或其他關係而至其他學校就讀其他大學。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本系學生申請本校五年一貫，並加強宣導本系教師研究能量，安排大三

以上學生與本系教師座談或配合系上專題研究課程，讓學生提早接觸研究室相關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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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次/ 10 人 31 人次/ 18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河工系 25 14 6 4 31 1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7 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因應少子化，本系積極配合學校安排高中至本系參訪或至外地高中宣傳活動，107

年度相關活動共 7 場次。 

具體

成果 

1. 本系於 107 年 2 月 6 日接待金陵女中師生約 40 人至本系參訪，感謝流體力學

實驗室等實驗室之支援與協助。 

2. 本系李孟哲助教、謝嘉凌助理、洪麗娟助理於 107 年 2 月 24~25 日分別至北中

南參與「2018 年大學校院博覽會」。 

3. 本系於 107 年 5 月 24 日接待北大高中師生約 80 人至本系參訪，感謝流體力學

實驗室等實驗室之支援與協助。 

4. 教務長、招生組與本系蕭松山主任、系辦同仁於 107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 時赴

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簽訂「大手攜小手─精進專業技術合作意向書」，儀式順

利完成。 

5. 本系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接待新竹光復高中師生約 160 人至本系參訪，感謝流

體力學實驗室及海工館等實驗室之支援與協助。 

6. 本系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接待台北復興高中師生約 160 人至本系參訪，感謝海

工館等實驗室之支援與協助。 

7. 本系李孟哲助教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至台東女中及台東高中進行本校及河工系

介紹宣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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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7 年度共計舉行兩場與新生家長互動之活動。 

具體

成果 

1. 107 學年度「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於 107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 15

分假河工一館 202 室舉行，歡迎系上教師踴躍參加。 

2. 本系 107 學年度「2018 年新生家長日 系座談會」於 107 年 8 月 18 日假河工一

館 202 室舉行，本系共約 30 位新生及 50 位家長參與，活動皆圓滿順利完成。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9 篇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篇數為 9 篇。 

具體

成果 

范佳銘老師(C.M. Fan) 

1. T. Zhang*(中國), Y.J. Huang(中國), L. Liang(中國), C.M. Fan and P.W. Li, 

Numerical solutions of mild slope equation by generalized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88, 1-13, 2018. 

2. Z. Tian(中國), X. Li*(中國), C.M. Fan and C.S. Chen(美國), The method of 

particular solutions using trigonometric basis function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335, 20-32, 2018. 

3. B. Lei(中國), C.M. Fan and M. Li*(中國), The method of fundamental solutions 

for solving non-linear Berger equation of thin elastic plate,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90, 100-106, 2018. 

4. Y. Gu*(中國), J. Lei*(中國), C.M. Fan, and X.Q. He(中國), The generalized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or an inverse time-dependent source problem associated with 

three-dimensional heat equation,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91, 73-81, 2018. 

5. Y. Wang(中國), Y. Gu*(中國), C.M. Fan, W. Chen(中國) and C. Zhang(德國), 

Domain-decomposition generalized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or stress analysis in 

multi-layered elastic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94, 

94-102, 2018. 

6. P.W. Li*(中國), W. Chen(中國), Z.J. Fu(中國) and C.M. Fan, Generalized f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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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method for solving the double-diffusive natural convection in 

fluid-saturated porous media,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95, 

175-186, 2018. 

7. Z. Tian*(中國), C.M. Fan, Y. Deng(中國) and P.H. Wen(英國), New explicit 

iteration algorithms for solving coupled continuous Markovian jump Lyapunov 

matrix equations,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355, 8346-8372, 2018. 

顧承宇老師(Cheng-Yu Ku) 

1. Cheng-Yu Ku*, Chih-Yu Liu, Yan Su(中國), Jing-En Xiao (2018), "Modeling of 

Transient Flow in Unsaturated Geomaterials for Rainfall-induced Landslides Using 

a Novel Spacetime Collocation Method", Geofluids, Volume 2018 , Article ID 

7892789, 16 pages. 

2. Jing-En Xiao, Cheng-Yu Ku*,Wei-Po Huang, Yan Su(中國) and Yung-Hsien Tsai 

(2018), "A Novel Hybrid Boundary-Type Meshless Method for Solving Heat 

Conduction Problems in Layered Materials", Applied Science, 2018, 8(10), 188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於 107 學年度學生至國外短期研修情況以非教育補助為主。107 年度有 30 位

學生透過其他補助方式至大陸地區進行短期研修。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將持續鼓勵學生至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且若有相關業界單位有提供學生出國

研修之機會，本系也會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10 人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河工系 
五年一貫

碩 1 
涂靜宜 

107/01/24- 

107/01/26 
香港 

國際工程與應用科學研討

會 

2 河工系 博 4 朱泰毅 
107/06/03- 

107/06/08 
美國夏威夷 

第 15 屆亞洲大洋洲地球科

學年會 

3 河工系 博 7 李俊礱 
107/06/03- 

107/06/08 
美國夏威夷 

第 15 屆亞洲大洋洲地球科

學年會 

4 河工系 博 1 許睿綻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國際海洋與極地工程研討

會 

5 河工系 博 3 劉芷妤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第 28 屆海洋與極地工程國

際研討會 

6 河工系 博 3 蕭靖恩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第 28 屆海洋與極地工程國

際研討會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5537290_A_typical_backward_substitution_method_for_the_simulation_of_Helmholtz_problems_in_arbitrary_2D_domains?_sg=HPkFvpOMaCOAFcFi7p7lJQ50CBjmaUYJTP1OisUTpOJZ9sPuW1JgQNT7O-APR_V3mi72-xkLE4YFkDXs92VEn1Ex_tTD_UGnJy6GOhz5.11M5awWrgVB0KVWdWU8roVn1L8Aomyi1gLtBQE7ySn0-FZ_urd2A6ZVk0rYcxuJHU-548kh3HTWVLXZb2jgQ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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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工系 
五年一貫

碩 1 
涂靜宜 

107/06/10- 

107/06/15 
日本北海道札幌 

第 28 屆海洋與極地工程國

際研討會 

8 河工系 
碩士一 錢軒宇 107/6/10- 

107/6/15 
日本札幌 2018ISOPE 國際海上工程

研討會 

9 河工系 
碩士一 戴敏真 107/6/10- 

107/6/16 
日本札幌 2018ISOPE 國際海上工程

研討會 

10 河工系 
碩士一 黎建賢 107/6/10- 

107/6/17 
日本札幌 2018ISOPE 國際海上工程

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30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河工系 B 朱瓊琳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 河工系 B 汪品穎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3 河工系 B 劉文嘉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4 河工系 B 徐宇君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5 河工系 B 陳奕汝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6 河工系 B 鄭皓徽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7 河工系 B 吳婉瑄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8 河工系 B 郭宛棋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9 河工系 B 陳芝蓉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0 河工系 B 賴冠儒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1 河工系 B 王立翔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2 河工系 B 廖逸凡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3 河工系 B 李蓉蓁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4 河工系 B 程皓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5 河工系 B 王崇瑋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6 河工系 B 曾士瑋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7 河工系 B 林献桀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8 河工系 B 張為鈞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19 河工系 B 傅偉傑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0 河工系 B 蔡汶叡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1 河工系 B 林于凱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2 河工系 B 黃湙傑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3 河工系 B 黃乙玲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4 河工系 B 林于超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5 河工系 B 洪筱筑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6 河工系 B 陳珞亞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7 河工系 B 何雅惠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8 河工系 B 蘇胤銘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29 河工系 B 陳怡文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30 河工系 B 陳昕妤 107/7/1-107/7/8 中國 福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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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河工系 B 戴暐宸 
2018.09.01- 

2019.02.28 
德國 布蘭登堡科技大學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於 107 學年度學生至國外短期研修情況以大陸地區為主。106 年度有 30 位學

生透過其他補助方式至大陸地區進行短期研修。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將持續鼓勵學生至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且若有相關業界單位有提供學生出國

研修之機會，本系也會加強公告、宣傳，並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7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河工系 
大學

部 
黃亭嘉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

令營 

2 河工系 B 許順彥 
2018.07.03- 

2018.08.01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芙蓉中華中學志工

團 

3 河工系 日間 呂宣翰 
107/11/18- 

107/11/26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4 河工系 日間 黃國政 
107/11/18- 

107/11/32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5 河工系 日間 張凱翔 
107/11/18- 

107/11/34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6 河工系 日間 李承洋 
107/11/18- 

107/11/36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7 河工系 日間 王詮文 
107/11/18- 

107/11/38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

活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30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學生參與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之申請，並邀請曾參與過之同學進行經驗

交流，提供後續申請之同學參考。 

具體

成果 

本系張為鈞等 30 位同學於 1062 學期參加本系「河海工程海外實務學習」課程，

由范佳銘老師領隊，至大陸福州大學進行短期的移地教學與實習參訪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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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45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學生於 107 年度報考英文檢定人次約 48 人次。 

具體

成果 

本系學生於 107 年度報考英文多益檢定 45 人，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2 人，

網路托福測驗(iBT)1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23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學生於 107 年度報考英文檢定人次約 48 人次，而通過檢定人數為 23 人。  

具體

成果 

多益檢定 45 人，其中有 20 位同學通過檢定；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2 人且

通過檢測；網路托福測驗(iBT)1 人且通過檢測。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1 門 

執行單位 河工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近年來中國大陸地區的土木水利工程建設蓬勃發展，對於水資源與各項工程建設

不遺餘力，同時也提升了土木水利工程的研究教學品質與工程技術發展。為增進

兩岸交流學習，擬由臺灣海洋大學與福州大學共同安排暑期移地教學活動，藉由

水利水電、橋樑、高樓結構等工程專業講座與工程參訪研習的活動安排，增加學

生對於水利水電等工程的視野與興趣，並促進兩岸學生與教師之交流。因此藉由

此次安排的暑期移地教學活動，可使得參與之學生增加實際工程經驗與增廣見

聞，並能印證課堂學習之知識，同時能促進兩校師生學術交流機會與增加雙方互

訪深度。故於 1061 學期安排「河海工程海外實務學習」課程一門。 

具體

成果 

「河海工程海外實務學習」課程安排 30 位同學於至福州大學進行暑期移地教學，

學生及任課老師於 2018 年 7 月 1 日報到，並於 7 月 1 日~7 月 8 日(約 8 日)進行教

學與參觀。課程規劃約 36 小時，共計 2 學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17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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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透過系友及合作密切的產業界的協助，安排學生於暑期至國內外各大顧問公司、

工程公司實習，讓學生更進一步的學習到實務實作之寶貴經驗。 

具體

成果 

本系於 2018.07~08 月暑假期間，安排 17 位學生至國內外各大顧問公司、工程公

司、及其他相關事務所實習： 

序號 單位 學生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理空間資訊部-莊博允 

港灣工程部-林于凱 

2 宇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港-賴冠儒 

3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郭宛棋、黃亭嘉  

4 浩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健洲 

5 國興結構技師事務所 劉文嘉、黃大軍 

6 楷程營造有限公司 (楊季蓁學姊 ) 陳怡文 

7 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第 12 屆朱善衡學

長) 

東湖-陳立軒 

8 億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邱禎濱學長)  彭昱熙 、陳柏源   

9 華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郭耿煌、鄭耿森) 蘇胤銘、王子銘 

10 長達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張博凱) (嘉義) 張博凱、張瑋宸、何雅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家 4 家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2 年度開始積極與相關產業進行產學交流與產業結盟。 

具體

成果 

本系於 102 年度與上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天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 3 家公司簽屬合作備忘錄；並於 107 年 5 月 18 日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NCDR)簽署合作備忘錄，期望未來能持續與產業結盟合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擬規劃開設創業課程，並鼓勵學生參予學校相關創業課程。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本系暫無開設創業相關課程。 

其他

原因

說明 

因本系教學與研究領域為較為成熟之科系，相關產業皆已發展成熟，且創業資本

額大，因此創業較為不易。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將請教師針對未來可發展之新興發展方向，結合業界進行創業課程開設之可

行性評估，同時鼓勵學生參予學校其他系所單位開設之創業課程，以激發學生創

業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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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

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學生專題：5 篇    

創作成品：10 篇       

碩博士論文：20 篇 

學生專題：5 篇    

創作成品：10 篇        

碩博士論文：23 篇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為了降低學用落差，以及提高產學交流之目標。本系安排學生學習的實務、實作

課程安排與學習措施之外，本系更透過系友及合作密切的產業界的協助，安排學

生於暑期至國內外各大顧問公司、工程公司實習，讓學生更進一步的學習到實務

實作之寶貴經驗。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本系學生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共計有學

生專題：5 篇、創作成品(論文發表)：10 篇、碩博士論文：23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人次 1 隊/-人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活動。107 年度共計有 1 隊參加。 

具體

成果 

本系學生於 107 年 11 月參與 2018 纖維混凝土保

齡球邀請賽並獲得第二名。未來將持續鼓勵學生

積極參予相關競賽活動。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篇 37 篇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37 0 0 0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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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500 次 6,789 次 

執行單位 河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近 20 年(1999-2018 年)系所教師所發表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被引用

次數共計 6,789 次。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件 2000萬元/ 

8 件 1000 萬元 

45件 8332.96萬元/ 

24 件 5672.32 萬元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45 件，總金額計 83,329,635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24 件。計畫金額 56,723,161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河工系 22  25,472,000  1  620,000  16  42,794,522  39  68,886,522  

(河工

系)近海

防災科

技研究

中心 

1  1,248,000  0 0 5  13,195,068  6  14,443,068  

總計 23 26,720,000 1 620,000  21 55,989,590 45 83,329,635 

河工系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河工系)近海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6、河工系 18 件，

共 24 件。計畫金額 56,723,1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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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河工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四) 材料工程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4人次/ 13人 32人次/ 13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材料所 26 11 6 2 32 1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1 人 1 人次/ 1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材料所 1 1 0 0 1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於 107年 11月 30日及 12月 1日日舉辦兩場 108學年度甄試入學新生座談會，

以增加其就讀本所之意願。 

具體

成果 

兩場說明會共計有 6 位新生及 1 位家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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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次 4 人次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材料所 碩 2 許念慈 
107/02/26- 

107/03/02 
日本名古屋 

第十屆國際先進電漿科學研討會及

其氮化物和奈米材料應用/第十一

屆國際電漿奈米技術與科學會議 

2 材料所 碩 2 張家偉 
107/07/17- 

107/07/20 
中國深圳 

第 9 屆國際薄膜和表面鍍層發展會

議 

3 材料所 博 1 葛昌倫 
107/12/05- 

107/12/08 
中國香港 第十屆亞洲有機光電會議 

4 材料所 博 1 葛昌倫 
107/12/05- 

107/12/08 
中國香港 第十屆亞洲有機光電會議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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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2 人。本所持續積極鼓勵學生利用校內英文語言資源，以促進其學習提升英文能

力。 

具體

成果 

報考 107 度多益英文檢定者計有：碩二： 吳浩偉；碩一：陳敏毅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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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因大部分學生於大學時期無加強重視，以致外語程度能力落後。 

具體

改善

措施 

將積極鼓勵學生修習本校開設相關之英文課程以提升其語文能力。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材料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材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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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次 0 隊/0 人次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0 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篇 23 篇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23 0 0 0 0 2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600 次 7,187 次 

執行單位 材料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師生皆對研究及論文發表非常重視，並鼓勵將其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上，

以促使本所之能見度提升。 

具體

成果 

根據「Web of Science」系統統計，本所 107 年度(2018 年)系所教師所發表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被引用次數共計 691 次。歷年(1995-2018 年)系所教

師所發表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被引用次數共計 7,187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件 700 萬元/ 

3 件 250 萬元 

13 件 1118.76 萬元/ 

3 件 318.7 萬元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3 件，總金額計 11,187,575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共 3 件，金額計 3,187,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材料所 9  9,805,000  0  0  4  1,382,575  13  11,18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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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相關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材料所 2 2,442,000 0 0 1 745,000 3 3,187,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材料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五)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0 場次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場次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106 年入學之博一生以修習學分為課業重心，尚未累積研究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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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因修業規則中規定博士生須投稿兩篇論文(一篇為 SCI)方能畢業，將定期提醒學生

投稿。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海工科技

博士 

博士

班 
王曉麗 

2018/07/02- 

2018/09/01 
日本 國立材料物質研究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人 

具體

成果 
1062 王曉麗(20656002)多益 535 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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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

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2 人 

具體

成果 

造船系許恒嘉(10351028)與資工系陳宜祥(10357016)。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家 7 家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2. 泉通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3. 自強測量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 

5. 三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宏昇螺旋槳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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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落後

原因

說明 

兩位產學合作生預計 1072 完成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次 0 隊/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落後

原因

說明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程自 106 年開始招生，第一屆新生目前為博士班二年級，仍

以修習學分為課業重心，尚未累積足夠研究能量可投稿研究論文。 

具體

改善

措施 

畢業規則中要求每位同學至少一篇 SCI 及一篇 EI 論文，將定期提醒學生投稿。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次 不適用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學程師資由工學院下各系所老師支援，論文被引用次數可參詳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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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件-元/ 

-件-元 

0 件 0 元/ 

-件-元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

提供明細資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0 件，總金額計 0 元。 

落後

原因

說明 

學程師資由工學院下各系所老師支援，海洋相關計畫詳各系所資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工科技博士學程(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六) 海洋工程科技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 0 隊/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1 次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次 

具體

成果 
107.12.14 至新北市秀峰高中辦理說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海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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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2 場次 

具體

成果 

107.05.05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107.08.18 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海工系 B 蔡承恩 
2018.09.01- 

2019.02.28 
德國 布蘭登堡科技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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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6 人 6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6 人 

具體

成果 

林彥妘、孫晨軒、郭介文、鄭米絜、王育翔、陳昱澄等 6 人報名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4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江庭瑀、林彥妘、謝雨臻、廖嘉宏等 4 位通過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工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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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人 0 門/ 0 人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 0 人次 0 隊/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 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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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資學院 

(一) 電機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5 人次/ 15 人 234 人次/ 67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電機系 111 26 123 41 234 6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7 人次/ 16 人 32 人次/ 15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電機系 17 8 15 7 32 15 
 

落後

原因

說明 

由於宣導時間過晚及不足，使得與預估值有些微落差。 

具體

改善

措施 

系上會在課程選課說明會以及導師開班會時再加以宣導，鼓勵同學報考本校碩士

班以及就讀碩士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5 人 1 隊/56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7 月 9-13 日由海大電資學院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共同舉辦「電資科學體驗

營」，發函邀請各縣市高中職學生於暑期間參與大學生活體驗。 

具體

成果 

「電資科學體驗營」由院上結合電機系、資工系、通訊系與光電系之特色資源且

共同辦理的高中職體驗營，本屆報名計共有 56 名高中職學生熱烈參與，活動圓滿

成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次 2 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247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62 學期本系教師共計 2 次至臺北學校進行招生活動宣傳。 

具體

成果 

1. 謝易錚老師於 107 年 3 月 31 日前往臺北華江高中進行校外招生宣傳，擔任模

擬面試委員。 

2. 謝易錚老師於 107 年 4 月 24 日至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做電機工程領域系所

介紹。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為協助新生在入學前能快速熟悉校園，特辦理 2 場次之新生家長日活動。 

具體

成果 

1. 107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本系辦理甄選入學新生家長日。 

2. 107 年 8 月 18 日舉辦 107 學年度新生家長日，本系總共報名人數有：A 行程

15 位、B 行程 26 位、C 行程 58 位，實際到場新生計 39 位，家長計 60 位，共

計 99 位。班導師、系助教均全程參與，現場氣氛熱烈。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4 謝宜靜 電機工程學系 美國克拉克森大學 107/08/21-10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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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次 7 人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電機系 博 7 許家毓 
107/03/30- 

107/04/01 
日本東京 

2018 電力、能源與電機工程國

際學術會議 

2 電機系 碩 1 汪俊廷 
107/04/13- 

107/04/17 
日本東京 

國 際 應 用 系 統 創 新 大 會

2018(IEEE ICASI) 

3 電機系 

五年

一貫

碩 1 

黃皓群 
107/04/13- 

107/04/17 
日本東京 

國 際 應 用 系 統 創 新 大 會

2018(IEEE ICASI) 

4 電機系 碩 1 羅宇欽 
107/04/13- 

107/04/17 
日本東京 

國 際 應 用 系 統 創 新 大 會

2018(IEEE ICASI) 

5 電機系 碩 2 王星筌 
107/05/24- 

107/05/26 
日本大阪 

2018 年第三屆信息與網路技術

國際學術會議 

6 電機系 

五年

一貫

碩 1 

黃若雅 
107/06/03- 

107/06/06 
葡萄牙波多 

2018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車載

技術會議 

7 電機系 博 1 張怡 
107/11/21- 

107/11/23 
印尼峇里島 2018 年國際衛星導航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3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電機系 B 馬維謙 
2018.04.01- 

2018.09.30 
日本 北海道大學 

2 電機系 B 江宏昱 
2018.01.01- 

2018.12.31 
美國 克拉克森大學 

3 電機系 B 劉德生 
2018.10.01- 

2019.03.31 
日本 長崎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2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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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電機系 
大學

部 
呂東宏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

營 

2 電機系 日間 郭彥毅 
107/11/18- 

107/11/35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活

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 32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32 人 

具體

成果 

年級 人數 合計 

四年級 A 班：14 人、B 班：7 人 21 

三年級 A 班：3 人、B 班：4 人 7 

二年級 A 班：0 人、B 班：1 人 1 

一年級 A 班：1 人、B 班：2 人 3 

總計 3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6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26 人 

具體

成果 

年級 人數 合計 

四年級 A 班：9 人、B 班：6 人 15 

三年級 A 班：3 人、B 班：4 人 7 

二年級 A 班：0 人、B 班：1 人 1 

一年級 A 班：1 人、B 班：2 人 3 

總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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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門 1 門 

執行單位 電機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門 

具體
成果 

1071 學期本系開設「產業實習」課程提供大 4 學生選修，修課人數 2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安排 2 位學生到 2 家公司產業實習。 

具體

成果 

1. 許軒誌 Taiwant Kuro Times Co.Ltd. RD Dept. 

2. 陳恩霆 翔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部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1 家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家 

具體

成果 
程光蛟老師與昇達科技公司簽訂 107 年度產學合作備忘錄。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1 篇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篇 

具體

成果 

程光蛟老師與昇達科技公司合作，指導研究生鄭乃碩完成「HDMI 高速傳輸介面

之訊號完整性及共模雜訊抑制對策改善分析」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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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3 人次 2 隊/10 人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謝易錚老師指導 5 位學生並帶隊參與 3 場次競賽，榮獲佳績為校贏得榮譽。 

具體

成果 

1. 謝易錚老師  指導羅宇欽、顧祥龍、陳振耀、許富雄、潘辰以” AI 穿戴式盲

人導引輔具”榮獲 2018 第 23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資訊應用組十

佳作 與臺北生活好 AI 創新應用組第二名。 

2. 謝易錚老師  指導羅宇欽、顧祥龍、陳振耀、許富雄、潘辰以” 盲人導引手

環”第十三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醫療健康應用組獲得優勝。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6 篇 22 篇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22 1 0 0 0 2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500 次 6,922 次 

執行單位 電機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系上之教師積極投入教學與研究，因此研究成果的質與量都有實質的成長，增加

論文被引用機會。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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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件 900萬元/ 

0 件 0 元 

14 件 2,754.03 萬/ 

2 件 1,861.2 萬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14 件，總金額計 27,540,300 元。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2 件，總金額計 18,612,000 元。 

具體

成果 

1.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電機系 9  25,515,300  0  0  5  2,025,000  14  27,540,300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電機系 2  18,612,000  0  0  0  0  2  18,612,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68 萬 2500 元 

執行單位 電機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0 件。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682,5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電機系 王榮華 水下立體視覺測距裝置(第 1 期) 682,500 
 

 

(二) 資訊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0 人次/ 51 人 153 人次/ 49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資工系 84 23 69 26 153 49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報考碩士班人數明顯增加，但因學生錄取後因生涯規劃選擇其他學校就讀，

或是選擇就業、當兵等，因此註冊率未達到預定目標。 

具體
改善
措施 

目前碩士班市場中多所學校均有資工所，因此不免有搶學生的狀況，為了拓展生

員數，本系擬增開非本科系所組別，增加其他領域優秀學生就讀，並配套提升專

業領域課程，幫助學生轉型，亦可增加本系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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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人次/ 20人 41人次/ 25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資工系 22 14 19 11 41 2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20 人 1 隊/56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電資科學體驗營」之活動由學院統籌，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通訊與

導航工程學系及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等 4系聯合招收學員及規劃行程的營隊。 

首先安排電機、資工、通訊與光電系的系主任及老師帶領學員們認識大學電機資

訊類科修讀的科目與學習方法。希望藉由建立正確的觀念與心態，使學員進入大

學能更加適應。營隊活動中也安排了參觀實驗室、座談會與企業參訪等活動，並

透過電機、資工、通訊與光電的相關科學實驗使學員能動手體驗，增進參與感。 

在五天四夜的活動中，學員們能認識海大校園，並走訪龍崗步道、體驗校園生活

與參觀基隆景點。每一天，工作人員也將為學員帶來精心準備的團康遊戲與精采

的晚會，希望彼此之間能有良好的交流互動，使學員能以輕鬆愉快的心情參加營

隊，留下美好的回憶。 

具體

成果 

開幕式 大學電資課程修習介紹 

遊戲 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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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實驗 自走車實驗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次 6 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09 月 28 日嚴茂旭老師至光仁高中宣導。 

2. 107 年 10 月 24 日吳宗杉老師至萬芳高中宣導。 

3. 107 年 11 月 06 日阮議聰老師至永春高中宣導。 

4. 107 年 11 月 16 日趙志民老師至永平高中宣導。 

5. 107 年 11 月 23 日鄭錫齊老師至景文高中宣導。 

6. 107 年 12 月 06 日許玉平老師至基隆高中宣導。 

具體

成果 

鄭錫齊老師至景文高中宣導頒發感謝狀 嚴茂旭老師至光仁高中宣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3 場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 年 04 月 20 日大學部個人申請家長互動分享會。 

2. 107 年 05 月 05 日 2018 hi!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3. 107 年 08 月 18 日新生家長座談會。 

具體

成果 

系主任與家長互動照片 系友與家長分享在學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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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1 篇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與國外學者共同發表期刊共計 1 篇。 

具體

成果 

CT Lin, TY Hsieh, YT Liu, YY Lin, CN Fang, YK Wang, G Yen, N Pal, CH Chuang*, 

‘Minority Oversampling in Kernel Adaptive Subspaces for Class Imbalanced Datasets’,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2018, 30(5), 950-96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7 人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資工系 碩 3 吳嘉弘 
107/02/06- 

107/02/08 
日本大阪 

2018 第六屆國際基礎與應用 

科學研討會 

2 資工系 碩 3 姜承宏 
107/06/27- 

107/06/29 
南韓釜山 

第 19屆 IEEE/ACIS 國際軟件工

程、人工智能、網絡和通信並行

/分佈式計算會議 

3 資工系 

五年

一貫

碩 2 

彭博豪 
107/07/10- 

107/07/12 
日本東京 

2018 GCEAS 工程與應用科學

全球會議 

4 資工系 碩 2 莊晏 
107/07/23- 

107/07/27 
日本東京 第 42 屆電腦與軟體應用研討會 

5 資工系 

五年

一貫

碩 1 

石道全 
107/08/18- 

107/08/21 
中國貴陽 國際系統生物學會議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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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工系 碩 2 王琮翔 
107/10/12- 

107/10/15 
中國西安 

2018 年網路和網路應用國際會

議 

7 資工系 碩 2 江彥儒 
107/10/24- 

107/10/26 
中國澳門 

2018 年第 4 屆工商業國際研討

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資工系 
大學

部 
張詠善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江南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1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資工系 碩一 李佳育 
1080114- 

1080715 
法國里爾 法國里爾大學 

 

落後
原因

說明 

1. 學生多受限於經濟因素，較少主動參與國外短期研修。 

2. 本系學生近年多參與校外實習以及準備研究所考試，因此出國研修人數較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1. 多宣導學生境外研修與學習補助資訊，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2. 增加海外姐妹校課程資訊的能見度，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6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6 人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資工所 研究所 石道全 
107/4/22~ 

107/4/25 
中國大陸 

IEEE proceedings of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ICASI 2017) 

2 資工所 研究所 
蔡欣妤

游旻叡 

107/7/21~ 

107/7/22 
日本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 Research Approaches in 

Applied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SE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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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工所 研究所 姜承宏 
107/6/27~ 

107/6/29 
韓國 

19th IEEE/AC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tworking and 

Parallel/Distributed Computing 

(IEEE/ACIS SNPD 2018) 

4 資工所 研究所 彭博豪 
107/7/10~ 

107/7/12 
日本 

Glob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2018 GCEAS) 

5 資工所 研究所 莊晏 
107/7/23~ 

107/7/27 
日本 

2018 IEEE 42nd Annu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Conference 

(COMPSAC 2018) 

6 資工所 碩 3 吳嘉弘 
107/02/06- 

107/02/08 
日本大阪 

2018 第六屆國際基礎與應用 

科學研討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15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5 人 

具體

成果 

1. ㄧ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2 人。 

2. 三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1 人。 

3. 四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8 人。 

4. 五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4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 人 9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系上學生報考多益英文測驗共計 9 人通過。 

具體

成果 

1. ㄧ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2 人，分數分別為 880 分、795 分。 

2. 三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1 人，1 人未通過。 

3. 四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8 人，通過共 4 人未通過 4 人。 

4. 五年級報考多益測驗共計 4 人，通過共 3 人未通過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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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 3 門 

執行單位 資工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 年度共開設企業實習、專業校外實習(一)及專業校外實習(二)，共計 3

門。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共計 2 名學生修課，修課學生於與本系或本校實習就業輔導組提供之簽

訂合約公司進行實習，學生並得自己尋找實習機會。 

相關實習照片如下： 

工作

環境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7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 1062 學期計有 6 名學生修習相關課程並參與校外實習；1071 學期計有 1 名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107 年度總計 7 名學生參與校外實習。 

具體

成果 

1. 1062 參與校外實習人數 6 名，實習單位計有精誠資訊及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

業研發中心。 

2. 1071 參與校外實習人數 1 名，實習單位為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屆大四優秀學生主要以課業為重，並以申請提前畢業為目標，1071 學期已有 4

名成績優異學生申請提前畢業。 

具體
改善
措施 

實習徵才訊息除了在本系網頁公告外，並加強社群公告及學生電子郵件發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1 家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家 

具體

成果 

本系與精誠資訊有限公司及鼎新電腦公司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達成系所與產業

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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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篇 2 篇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教師積極爭取與業界合作之計畫，並鼓勵學生參與其中。 

具體

成果 

1. 專題(或論文)題目：建立訊號串流平台以實現即時訊號處理與人工智慧判讀 

合作廠商：亞堤仕生醫科技 

指導教師：莊鈞翔 

參與專題(或論文)學生：何寬宥 

2. 專題(或論文)題目：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之多項生理訊號特徵萃取、分析與探勘 

合作廠商：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指導教師：莊鈞翔 

參與專題(或論文)學生：廖堉翔、王晧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隊/10 人次 7 隊/20 人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學生姓名 競賽名稱 獲獎狀況 指導老師 

邱瀚毅、王靖、簡

義 

實踐大學資訊科學與管理學系舉

辦之 106 學年度第九屆校際軟體

程式設計競賽 

進階組第四名 許為元 

洪旋玲、林怡萱、

王心妤 

實踐大學資訊科學與管理學系舉

辦之 107 學年度第九屆校際軟體

程式設計競賽 

基礎組佳作 許為元 

柯俊祺、吳岳霖、

梁誌軒 

2018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

賽 

智慧感知與互

動多媒體組佳

作 

辛華昀 

陳維哲、柯翊偉、

許翔淋 

2018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

賽 

雲端網際服務

與其他應用組

佳作 

馬尚彬 

王靖、游子謙 2018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 
行動終端與應

用組銅牌 
馬尚彬 



260 

何寬宥、曾毓惠、

黃楚祐 

第七屆全國大專校院 ITSA 盃程

式設計桂冠挑戰大賽闖關組 
佳作 許為元 

王柏凱、陳鎮華、

林君翰 

第七屆全國大專校院 ITSA 盃程

式設計桂冠挑戰大賽闖關組 
佳作 許為元 

 

具體

成果 

馬尚彬老師帶領 2 位學

生參與「2018 全國大專

校院軟體創作競賽」，榮

獲「行動終端與應用組-

銅牌」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篇 30 篇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26 1 0 0 7 30 
 

具體

成果 

1. Shang-Pin Ma, Peng-Zhong Chen, Wen-Tin Lee, and Zhi-Wei Lu. December 2018. 

Provision and Consumption of Linked Open Data: A Define-Produce-Invoke 

Approach. Service Oriented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SOCA), 12:211–226. 

(ESCI, EI) 

2. Shang-Pin Ma, Hsuan-Ju Lin, Hsi-Min Chen, Ying-Jen Chen, and Wen-Tin Lee. 

November 2018. Web API Discovery Using Semantic Similarity and Hungarian 

Algorithm.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JIT), 19(6): 1657-1664. (EI) 

3. Shang-Pin Ma and Ching-Ting Ho. September 2018. Modularized and Flow-Based 

Approach to Chatbot Design and Deployme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SE), 34(5): 1187-1201. (EI) 

4. Shang-Pin Ma, Peng-Zhong Chen, Yang-Sheng Ma, and Jheng-Shiun Jiang. May 

2018. Building Mobile Apps by Ordinary Users: A Service-Brick-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SE), 34(3): 611-629. ( EI) 

5. Han-Yu Lin*, “A Secure Heterogeneous Mobile Authentication and Key Agreement 

Scheme for e-Healthcare Cloud Systems,” PLOS One, Vol. 13, No. 12, December 

2018, pp. 1-15. (SCIE,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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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an-Yu Lin*, “A New Certificateless Strong Designated Verifier Signature Scheme: 

Non-Delegatable and SSA-KCA Secure,” IEEE Access, Vol. 6, October 2018, pp. 

50765-50775. (SCIE, EI) 

7. Han-Yu Lin*, “Dynamic ID Authentication Scheme Using Chaotic Map,” Wireless 

Networks, Vol. 24, No. 3, April 2018, pp. 769-776. (SCIE, E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00 次 1,469 次 

執行單位 資工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積極鼓勵教師發表論文，且其所發表之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達到 1,469 次。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件 800 萬元/ 

0 件 0 元 

28 件 3,141.03 萬元/ 

9 件 1,099.9811 萬元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28 件，總金額計 31,410,311 元。 

2. 海洋相關計畫共計 9 件，總金額計 10,999,811 元。 

具體

成果 

1.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資工系 17  12,200,500  4  7,705,811  7  11,504,000  28  31,4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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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資工系 4  2,510,000  4  7,705,811  1  784,000 9  10,999,81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338 萬 8 千元 

執行單位 資工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0 件。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3,388,0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資工系 謝君偉 ADAS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影像偵測單元 900,000 

2 資工系 謝君偉 魚眼攝影機 AI 之車流技術 600,000 

3 資工系 謝君偉 影像偵測辨識系統 1,000,000 

4 資工系 謝君偉 戶外場域人車數量推估系統建置 888,000 
 

 

(三)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 人次/ 31 人 104 人次/ 28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通訊系 63 13 41 15 104 28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年度報名人次超過預定值，而實際報到人數較預定值少，其原因應為少子化現

象造成。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系除鼓勵在校生報考研究所外，由主任及導師主動協助約談同學進行系所宣

傳，加強同學留校就讀之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次/ 12 人 54 人次/ 18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通訊系 30 9 24 9 5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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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20 人 1 隊/56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由學院統籌本系與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共同辦理

「電資科學體驗營」，計有 56 人參與。 

具體

成果 
參與高中學員反應良好。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次 3 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系上除配合本校招生組安排學生至大學博覽會進行宣傳活動，並針對申請入學學

生及家長舉辦系所說明會。 

具體

成果 

1. 107 年 2 月 24 日到台灣大學參與大學博覽會。 

2. 107 年 4 月 20 日舉辦 申請入學學生及家長系所說明會。 

3. 107 年 7 月 21 日到台灣大學參與大學博覽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舉辦「Hi-Young 新鮮人」活動以及「新生家長日」活動。 

具體

成果 
參與活動之同學及家長反應良好。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3件/288萬元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3 件/288 萬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通訊

系)電

子海圖

研究中

心 

張淑淨 
西島離岸風場航行安全影響評估 1,020,000 

哥本哈根

基礎建設

基金 

107/1/18~ 

108/12/31 

張淑淨 
彰芳離岸風場航行安全影響評估 1,020,000 107/1/18~ 

108/12/31 

張淑淨 
福芳離岸風場航行安全影響評估 840,000 107/1/18~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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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 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 王泰元 通訊系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107/06/24-107/09/2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2 人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通訊系 碩 2 徐鼎峻 
107/04/21- 

107/04/25 
法國 SPIE 國際光學工程學會 

2 通訊系 碩 2 賴壬賢 
107/11/20- 

107/11/24 
印尼 

Interntional Symposium on 

GNSS 2018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同學基於經費問題考量後，暫緩申請。 

具體
改善
措施 

公告並告知學校相關政策及補助，並請導師於班會時鼓勵同學提出申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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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同學基於語言能力與經費問題考量後，暫緩申請。 

具體

改善

措施 

公告並告知學校相關政策及補助，並請導師於班會時鼓勵同學提出申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2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通訊系 B 吳庭旭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2 通訊系 日間 何岳庭 
107/11/18- 

107/11/23 
大陸地區(山東) 大陸中國海洋大學體育交流活

動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1 人 51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同學參與報考各項英文檢定考試。 

具體

成果 

本系 107 年度有 51 位同學報考多益英文檢定。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5 人 27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同學參與報考各項英文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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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本系 107 年度有 27 位同學通過多益英文檢定畢業門檻。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門 3 門 

執行單位 通訊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暑期、1062 學期及 1071 學期皆開設 1 門校外實習課程，提供同學選修。 

具體

成果 

1. 1062 學期開設「實務校外實習 (二)」課程，有 1 位同學進行全學期實習。 

2. 暑期開設「企業實習」課程，有 10 位同學進行校外實習。 

3. 1071 學期開設「企業實習」課程，有 1 位同學進行全學期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3 人 12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鼓勵同學參與校外實習，歷年成效頗佳。 

具體

成果 

全學期實習：張聖義(龍德造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瑞婷(惠普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如表列。 

系級 姓名 實習期間 實習機構(含實習地點) 

通訊 2A 何俊逸  107/07/02~107/08/24 智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 2A 陳冠文 107/07/02~107/08/24 智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 2A 林昭廷 107/07/02~107/08/24 智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 2A 徐莛家  107/07/02~107/08/24 智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 3A 凃冠廷 107/07/16~107/08/24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 2A 廖又儀 107/07/16~107/08/24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 2A 張雅婷 107/07/16~107/08/24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 2A 陳建凱 107/07/16~107/08/24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 2A 陳韋均 107/07/16~107/08/24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落後

原因

說明 

107 年度因大三、大四學生為準備研究所考試，願意到企業實習意願較低，因此

實習人數較預定人數少，但是增加了全學期實習人數。 

具體

改善

措施 

除鼓勵同學參與企業實習外，並辦理實習心得分享會，讓同學更加了解實習的目

的及優點，增加同學參與實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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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家 4 家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與提供實習機會之企業積極聯絡。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有龍德造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惠普股份有限公司、智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企業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落後

原因

說明 

107 年度因大三、大四學生為準備研究所考試，願意到企業實習意願較低，所以

僅找了 4 家企業提供學生實習。 

具體

改善

措施 

1. 辦理企業實習說明會，讓同學充分了解實習的目的。 

2. 辦理企業實習分享會，提高同學參與實習意願。 

3. 107 年度因同學實習期間表現優秀，目前已有企業有意願提供本系學生全學期/

全學年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

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0 人次 1 隊/5 人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同學參與校外各項競賽，爭取榮譽。 

具體

成果 

邱智輝老師帶領智慧型系統控制整合與應用實驗室研究生參與 2018 長照機器人

創新應用競賽，榮獲佳作獎。 

落後

原因

說明 

目前系上實作部分偏向控制系統，且實作需花費較多金錢，未來將鼓勵通訊方面

也加入實作，並協助爭取各項設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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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教師及同學多參與各項校外競賽，爭取榮譽。並於經費方面，盡力提供協助。

若有獲獎，則於公開場合(如全系聯合班會)予以表揚，提高同學榮譽心。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篇 15 篇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8 1 0 0 9 15 
 

具體

成果 

1. Chi-Min Li, and Kuei-Jang Huang “Dual-codebook Precoding Selection for LTE-A 

System" accepted by IEEE Systems Journal, 2018 (EI) 

2. Chi-Min Li, Yong-Lin Shu, and Pao-Jen Wang “Synchronization Method for 

LTE-A System Downlink" accepted by IEEE Consumer Electronics Magazine, 

2018 (EI) 

3.  Chi-Min Li and Cheng-Feng Shen, “Precoding for Non-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 with User Equipment Pairing”, accepted by 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2018 (SCIE, EI) 

4. C. -J. Chen, “A coupled-line isolation network for the design of filtering power 

dividers with improved isol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onents, Packaging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 8, no. 10, pp. 1830-1837, Oct. 2018. (EI) 

5. C. -J. Chen, “A coupled‐ line coupling structure for the design of quasi-elliptic 

bandpass filters,” 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vol. 

66, no. 4, pp. 1921-1925, April 2018. (SCI, EI) 

6. C. -J. Chen and Chun-Lung Chen, “Parallel-coupled-line quasi-elliptic single-ended 

and balanced bandpass filters,” Proceedings of 2018 Asia-Pacific Microwave 

Conference. (EI) 

7. Yang-Lang Chang, Chih-Yu Hsiao, Wei-Hong Lee, Amare Anagaw Ayele and Lena 

Chang, “SAR image ship detection based on YOLOV2 deep learning framework, ” 

in Proc. of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IGARSS2018, July 23–27, 2018, Valencia, Spain. (EI) 

8. Yang-Lang Chang, Chih-Yu Hsiao, Wei-Hong Lee, Lena Chang, Meng-Che Wu, 

"Ship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for SAR imagery," Proc. of Astronaut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Workshop 2018 (AXTW2018), Nov. 28, 2018, 

Hsinchu. (EI) 

9. Jia-Chyi Wu, Dah-Jing Jwo, Chi-Yang Chien, "Adaptive Vector Delay Lock 

Tracking Loops GPS Signal over Multipath Fading Channels", ACM ICPS - 

Proceedings of WCNA 2017, pp. 194-198, April 2018.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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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00 次 1,192 次 

執行單位 通訊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教師皆致力進行研究及各項研究成果論文發表。 

具體

成果 

1. 依 Dept Commun Nav & Control Engn 搜尋 

 

2. 依 Dept Commun & Guidance Engn 搜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2 件 1985 萬元/ 

13 件 1005 萬元 

24 件 1,777.44 萬元/ 

15 件 1,118.94 萬元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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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24 件，總金額計 17,774,400 元。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共 15 件，總金額計 11,189,400 元。 

具體

成果 

1.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通訊系 2 1,258,000 0 0 0 0 0 0 

(通訊

系)電子

海圖研

究中心 

0 0 1  900,000  12  9,031,400  13  9,931,400  

總計 2  1,258,000  1  900,000  12  9,031,400  15 11,189,400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通訊系 11  7,843,000  0  0  0  0  11  7,843,000  

(通訊

系)電子

海圖研

究中心 

0 0 1  900,000  12  9,031,400  13  9,931,400  

總計 11  7,843,000  1  900,000  12  9,031,400  24 17,774,400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系 107 年度因高健淇老師離職導致教師人數減少，雖然計畫總金額略下降，但

計畫總件數仍稍有增加。 

具體

改善

措施 

於系務會議時鼓勵老師盡量爭取計畫外，同時系所也提供部分配合款，提高教師

爭取計畫及經費之意願。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12 萬元 

執行單位 通訊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0 件。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120,0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通訊系 林國修 GNSS RTK 定位之軟體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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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光電科學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人次/ 28人 34人次/ 17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光電所 22 12 12 5 34 17 
 

落後

原因

說明 

近年來因少子化的影響，造成本所報考及就讀人數(含本校學生)減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鼓勵學生可以跨系所就讀“學碩 5 年一貫”。 

2. 107 學年度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將有第一屆學士班畢業生，本所已有

12 位大四學生申請光電系“學碩 5 年一貫”，相信來年的招生狀況會比今年度為

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2 人 1 人次/ 1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光電所 0 0 1 1 1 1 
 

落後
原因
說明 

近年來因少子化的影響，造成本校學生報考及就讀光電所人數減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鼓勵學生可以跨系所就讀“學碩 5 年一貫”。 

2. 2.107 學年度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將有第一屆學士班畢業生，本所已

有 8 位大四學生申請光電系“學碩 5 年一貫”並已經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錄取，相信來年的招生狀況會比今年度改善。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6 人 1 隊/56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7 月 9-13 日由海大電資學院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共同舉辦「電資科學體驗

營」，發函邀請各縣市高中職學生於暑期間參與大學生活體驗。 

具體

成果 

「電資科學體驗營」由院上結合電機系、資工系、通訊系與光電系之特色資源且

共同辦理的高中職體驗營，本屆報名計共有 56 名高中職學生熱烈參與，活動圓滿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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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0 場次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場次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篇 3 篇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本所共計有 6 篇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的國際期刊。 

具體

成果 
本所教師與外國籍學者持續合作，擴展至與更多國外學者合作研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因本所學生以碩士班為主，學生的研究能量稍嫌不足，故本年度無學生參與國際

學術研討會。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學生能努力做研究，多多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增加自己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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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 4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年度本所共有 4 人報考英文檢定。 

具體

成果 

詹逸傑(多益 530)、黃宗文(多益 530 分)、楊宏毅(多益 900 分)、陳冠鴻(新多益 9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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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人 2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2 人 

具體

成果 
楊宏毅(多益 900 分)、陳冠鴻(新多益 905 分)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學生因在研究上頗為繁忙，故在報名與準備上心態較為保守。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於相關會議中強調英文重要性，並鼓勵同學報考，藉以增加自己本身的英文

能力。另外，也將邀請外籍人士專題演講，藉以刺激同學學習。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光電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家 0 家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本所老師積極尋求產業合作。 

具體

成果 
108 年度目前已有一家產業合作(晶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產業合作案皆於去年結束，所以今年度產業結盟數為 0。 

具體
改善
措施 

鼓勵本所老師積極尋求產業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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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4 人次 3 隊/11 人次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2018 台灣物理年會壁報論文競賽(3 隊/11 人次)。 

具體

成果 

學生參與校外性競賽雖無得獎，但藉由競賽過程有讓自己收穫許多。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2 篇 42 篇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42 0 0 0 0 4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700 次 7,852 次 

執行單位 光電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教師致力於研究，每年都能有高質量的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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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件 1100萬元/ 

1 件 80 萬元 

7 件 1004.26 萬元/ 

0 件 0 萬元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7 件，總金額計 10,042,6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光電所 7  10,042,600  0  0  0 0  7  10,042,600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年度本所教師申請計畫不順利，故總體計畫案件及總金額減少。 

具體

改善

措施 

108 年度本所多位教師已送出科技部申請計畫，鼓勵老師能積極申請農委會及建

教合作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件/0 元 0 件/65,000 元 

執行單位 光電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 0 件。 

107 年度研發成果技轉金共計 65,000 元： 

No. 系所 發明人 技術名稱 金額 

1 光電所 李弘彬 
開發金屬燃料池盒運用靜電噴塗提升電池

性能與耐久性 
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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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專利審查時程通常須經數年，時程難以掌控。有部分申請案仍未核定，或核定時

間不定，造成預估差異。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將在會議中鼓勵老師對研究成果提出申請案，所上也將通過會議紀錄或辦

法，對教師申請維護專利相關費用，一律支持分攤，無須以個案批駁。 

 

(五)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6 人 1 隊/56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7 月 9-13 日由海大電資學院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共同舉辦「電資科學體驗

營」，發函邀請各縣市高中職學生於暑期間參與大學生活體驗。 

具體

成果 

「電資科學體驗營」由院上結合電機系、資工系、通訊系與光電系之特色資源且

共同辦理的高中職體驗營，本屆報名計共有 56 名高中職學生熱烈參與，活動圓滿

成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次 1 次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 2 月 7 日上午 11 點金陵女子高級中學到本系參訪，由本系黃智賢主任及林

泰源教授分別介紹光電系。 

具體

成果 

此次參加的金陵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對本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校 107 年 8 月 18 日舉辦新生家長日，此次活動讓家長及新生對本系更了解，也

加深了他們對本系的認同感。 

具體

成果 

本系到場新生計 15 位，家長計 24 位，共計 3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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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1 人次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光電系 

大 3 張哲瑋 107/03/04- 

107/03/08 
日本名古屋 十屆高級電漿科學國際研討會

及其氮化物和奈米材料應用/第

十一屆國際電漿奈米技術與科

技會議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光電系 B 陳佩伶 
2018.07.01- 

2018.07.30 
美國 Summer Institute at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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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7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7 人 

具體

成果 

姜力仁(多益 770 分)、翁嘉駿(多益 435 分)、崔緯安(多益 600 多)、柯元欽(多益 895

分)、徐敬程(多益 630 分)、曾雨晨(多益 715 分)、陳均汶 (多益 625 分)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6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通過人數 6 人。 

具體

成果 

姜力仁(多益 770 分)、崔緯安(多益 600 多)、柯元欽(多益 895 分)、徐敬程(多益 630

分)、曾雨晨(多益 715 分)、陳均汶 (多益 625 分)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光電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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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 2 人次 2 隊/ 3 人次 

執行單位 光電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參加 2018 國際光學與光電研討會暨科技部光電學門成果發表會壁報論文競賽 

(2 隊/3 人次)。 

具體

成果 

學生參與校外性競賽雖無得獎，但藉由競賽過程有讓自己收穫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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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社院 

(一) 應用經濟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人次/ 10 人 23人次/ 11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應經所 7 4 16 7 23 1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0 人 0人次/ 0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應經所 0 0 0 0 0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30 人 1 隊/36 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年 7月 24,25,26 日與人社院共同辦理潮海遊特色營隊，共 36 人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場次 0場次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場次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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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篇 0篇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研討會論文發表 

Mills, K.E., A.J. Allyn, L.L. Colburn, S. Eayrs, B. Franklin, T. Hartley, M. Hudson, B. 

Kennedy, J. Labaree, A.J. Pershing, C.H. Sun, and E. Thunberg. 2018. Key Elements of 

Climate Adaptation for Marine Fishing Communities. In: F.J. Mueter, M.R. Baker, S.C. 

Dressel, and A.B. Hollowed (eds.), Impacts of a Changing Environment on the 

Dynamics of High-latitude Fish and Fisheries. Alaska Sea Grant,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 

具體

成果 
上列論文尚在整理中 

落後

原因

說明 

107 年本所教師有多篇國際期刊，發表的國際期刊中，雖未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

發表，教師仍積極進行研究與發表。 

具體

改善

措施 

於所務會議中報告今年 KPI執行情形，並請教師針對本項積極進行。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0人次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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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應經所 M 童王筠 
2018.10.01- 

2019.03.31 
日本 東京海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5人次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鄒延渝：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相當於 CEF等級 B2  

2. 鄒延渝：多益，TOEIC，金色證書，相當於 CEF等級 C1 

3. 許凱荑：多益，TOEIC 

4. 李智：多益，TOEIC 

5. 王凱：多益，TOEIC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3人次 

執行單位 應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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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1. 鄒延渝：全民英檢，GEPT 中高級，相當於 CEF等級 B2  

2. 鄒延渝：多益，TOEIC，金色證書，相當於 CEF等級 C1 

3. 李智：多益，TOEIC，相當於 CEF等級 B2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0門 

執行單位 應經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0家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門/10 人 6 門/44人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將課程內容加入與經濟相關之產業經驗，提供學生創新創業之額外知識。1062及

1071 共執行 6 門課。包括蕭堯仁助理教授之「海洋休閒與管理」(4 人)，黃幼宜

教授之「國際貿易學」(6 人)，陳清春教授之「漁產運銷專論」(9 人)，陳清春教

授之「海洋經濟學」(5 人)，張景福副教授之「勞動經濟學」(9 人)，蕭堯仁助理

教授之「海洋產業經濟分析」(11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2篇 

執行單位 應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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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2篇 

具體

成果 

王堯慧--市場對「基漁優鮮」產地認證標章的認知、接受度與願付價格 

  合作業界：基隆市生鮮及加工漁產品業者 

林青清--文化經濟之成本效益評估-以新營糖廠鐵道園區之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

為例 

  合作業界：新營糖廠鐵道園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人次 0 隊/0 人次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總

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篇 3篇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0 0 1 1 1 3 
 

具體

成果 

1. Lee D.H*. (2018, Sep), Building Evaluation Model of Biohydrogen industry with 

Circular Economy in Asi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Accepted. (SCI, EI) 

2. 黃登興、黃幼宜、蔡青龍（2018年08月）。近代東亞貿易雙軸心現象之演變。

台灣東南亞學刊。科技部：107-2410-H-001-023。(THCI) 

3. 李長泰，張景福（2018年07月）。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薪資與雇用之影響:台灣

之實證研究。經濟研究。(TSS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46次 375 次(近 10年) 

執行單位 應經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以下以Web of Science 資料庫查詢，不包含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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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件 150萬元/ 

2件 100萬元 

8 件 601.13萬/ 

6件/452.13萬元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8件，總金額計 6,011,300 元。 

與海洋相關計畫計 6件，金額計 4,521,300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應經所 2  1,490,000  5  4,324,300  1  197,000  8  6,011,300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系所 

名稱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應經所 5  4,324,300  1  197,000  6 4,521,300 

蕭堯仁--輔導休閒漁業廊道發展與漁村創生計畫 

蕭堯仁--石斑魚國際驗證制度建立與拓展國際行銷 

蕭堯仁--漁村地方創生陪伴輔導計畫(北部地區) 

詹滿色--107重點養殖產業輔導計畫-台灣鯛產銷預警勞務採購案 

詹滿色--研析關稅調降對國內相館水產品的影響 

蕭堯仁--107年度漁業技術推廣和人力紮根計畫 



28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應經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二) 教育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人次/ 15 人 43人次/ 19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教研所 25 8 18 11 43 19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次/ 2 人 4人次/ 3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教研所 2 1 2 2 4 3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係獨立所並無大學部，且本校學系主要以「海洋海事水產」特色學系及理工

學系為主，並無教育相關學系，故在校內招生部分較為不利。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加強校內招生宣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8 人 1 隊/12 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辦理教育部 107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赴八斗

高中辦理課業輔導。 

具體

成果 

107年 7月 16 日至 27日赴八斗高中辦理課業輔導，本校學生計有 12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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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次 1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辦理教育部 107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赴八斗

高中辦理課業輔導。 

具體

成果 

107 年 7 月 16 日至 27 日辦理教育部 107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

神教育服務計畫，赴八斗高中辦理課業輔導。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1場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辦理 1場新生座談。 

具體

成果 

107年 8月 23 日辦理 1場新生座談，除了邀請本所專任教師就本身專長作介紹，

提早對本所有所認識，提高新生就讀意願。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篇 

具體

成果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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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人次 2人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教研所 

五年

一貫

碩 1 

曹景然 
107/05/20- 

107/05/24 
日本東京千葉 2018年日本地球科學聯合大會 

2 教研所 碩 2 陶娟娟 
107/07/15- 

107/07/20 
美國加州洛衫磯 2018國際海洋教育者協會 

 

落後

原因

說明 

研究生或因工作或因語言問題，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數未符預定目標值。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宣傳並鼓勵學生提出申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1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教研所 
碩士

班 
曹景然 

2018/07/02- 

2018/07/09 
大陸地區 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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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研究生或因工作或因語言問題，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數未符預定目標值。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請指導教授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具體

成果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1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人 

具體

成果 

林子廉同學報考外語能力測驗(FLPT-English)。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人 

具體

成果 
林子廉同學通過外語能力測驗(FLPT-English)，通過等級 B2。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0門 

執行單位 教研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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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未規劃實習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具體

成果 

未規劃實習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家 0家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家 

具體

成果 
未簽訂新的實習合作學校。 

落後

原因

說明 

配合教育部遴選教育實習機構辦理集中實習政策，未簽訂新的實習合作學校。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配合教育部集中實習政策，未來將調低目標值。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 門/0人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具體

成果 
未規劃創業相關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2篇 23篇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與業界(學校)合作完成之論文計有 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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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碩士班與業界合作完成之論文計有羅宥、林淑慧、李蕙如、王淑華、劉瓊云、

蔡欣宜、陳柏廷、顏敬儀等 8篇。 

2. 碩專班與業界合作完成之論文計有陳怡華、彭楷鈞、李家如、林立心、吳文如、

周伊亭、林雯祈、鍾雨潔、林意桓、黃依涵、羅宛琪、黃昱芳、羅珮芸、呂亦

璿、吳曉慧等 15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4人次 0 隊/0人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次 

具體

成果 
0隊/0人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未有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學生組隊參加教育相關競賽。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總

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篇 1篇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 0 0 0 0 1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教師或因兼任行政、或因教學工作忙碌，致投稿 SCI/SSCI/TSSCI期刊篇數偏

低。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老師們持續努力投稿 SCI/SSCI/TSSCI等相關期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10次 477次 

執行單位 教研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47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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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 羅綸新教授 104 次、吳靖國教授 119 次、王嘉陵教授 44 次、許籐繼副教授 18

次、張正杰副教授 16次、張芝萱助理教授 10次、嚴佳代助理教授 6次。(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資料類型只限「期刊論文」)。 

2. SSCI:羅綸新教授 45 次、王嘉陵教授 29次、張正杰副教授 86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件 960 萬元/ 

2件 190萬元 

8件 1446.08萬元/ 

2 件 163萬元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計畫總件數共 8件，總金額計 14,460,816 元。 

2.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共 2件，總金額計 1,630,818元。 

具體

成果 

1.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教研所 4  2,176,000  0  0  4  12,284,816  8  14,460,816  

2.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如下：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教育部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教研所 1 589,000 1 1,041,818  0 0 2 1,630,818 
 

落後
原因
說明 

海洋相關計畫件數符合目標值，惟總金額未達標準值。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老師踴躍申請海洋教育相關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教研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三) 師資培育中心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9門 12門 

執行單位 師培中心 

(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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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執行

情形 

1. 106學年度第 2學期計開設 9門實習課程。 

2. 106學年度第 1學期計開設 3門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1. 106學年度第 2學期開授「教學實習」、「食品群教學實習」、「水產群教學實習」、

「海事群教學實習」、「自然科教學實習」、「土木與建築群教學實習」、「機械群

教學實習」、「商業與管理群教學實習」及「教育實習」等 9門課程。 

2. 107學年度第 1學期開授「教育實習」、「教學實習」及「食品群教學實習」等 3

門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0人 63人 

執行單位 師培中心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實習學生人數計 40人。 

2.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學生人數計 23人。 

具體

成果 

1. 106學年度第 2學期開授「教學實習」(12人)、「食品群教學實習」(2人)、「水

產群教學實習」(10人)、「海事群教學實習」(2人)、「自然科教學實習」(7 人)、

「土木與建築群教學實習」(1 人)、「機械群教學實習」(1 人)、「商業與管理群

教學實習」(1人)及「教育實習」(4人)計人。 

2. 107學年度第 1學期開授「教育實習」(9人)、「教學實習」(12人)及「食品群教

學實習」(2 人)等 3門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隊/7人次 0 隊/0人次 

執行單位 師培中心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未有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具體

改善

措施 

持續鼓勵學生組隊參加教育相關競賽。 

 

(四) 海洋文化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8人次/ 8 人 14 人次/7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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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文所 5 3 9 4 14 7 
 

落後
原因
說明 

有關本所碩士班考試，原錄取之學生因家人建議就業為主而未來報到，雖有 3 位

備取生，但因有同時錄取其他研究所或家庭因素或工作因素而皆未能後補註冊。 

具體
改善
措施 

積極與正取及備取生溝通鼓勵。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次/ 1 人 4人次/ 2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文所 1 0 3 2 4 2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10 人 1 隊/36 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年 7月 24-26日，由人社院主辦，本所與應經所、文創系、觀光系共同合辦「潮

海遊—2018海洋文化觀光研習營」。 

具體

成果 

「潮海遊—2018 海洋文化觀光研習營」，本所黃麗生教授（人社院院長）、卞鳳奎

教授、林谷蓉副教授（觀光系主任）、王俊昌助理教授均為籌備委員，活動宗旨主

要為弘揚海洋意識、提昇文創風氣、推動觀光產業，共有 36人報名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1場次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年 9月 19 日，本所卞鳳奎所長及吳智雄導師召開新生座談會，邀請新生及家

長與會，針對學生修業等相關問題進座談討論。 

具體

成果 

新生座談會中，研究生針對修業及選課相關問題提出討論，並推選班代、互相交

流。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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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2人次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研討會名稱 

1 海文所 B 葉子琳 
2018.12.03- 

2018.12.07 
廣東 廣東海洋大學 

2 海文所 B 姚開陽 
2018.12.03- 

2018.12.07 
廣東 廣東海洋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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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0門 

執行單位 海文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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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0家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 門/0人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

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人次 0隊/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次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總

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篇 4篇 

執行單位 海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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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0 0 0 4 0 4 
 

具體

成果 

1.吳蕙芳教授：2篇 

(1)〈建立新鄉樂園：米幹神父在豫北的傳教事業〉，《國史館館刊》，56，

pp.1-42.(THCI) 

(2)〈異域樂土：外籍傳教士眼中的華北民間社會(1920至 1940年代)〉，《輔仁歷史

學報》，39，pp.43-82. (THCI) 

2.應俊豪教授：2篇 

(1)〈遠東的的塞拉耶佛？1919年天津租界美日衝突事件始末〉，《東吳歷史學報》，

38，pp175-226(THCI) 

(2)〈1921 年上海虹口美日衝突事件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9，

pp101-140(THCI)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次 -次 

執行單位 海文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法取得資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件 60萬元/ 

1件 20萬元 

4 件 225.1萬元/ 

1 件 47.8萬元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4件，總金額計 2,251,000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有 1件，金額 478,0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文所 4  2,251,000  0  0  0  0  4  2,251,000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 

計畫主持人：應俊豪教授 

計畫名稱：海軍視角：五四運動後美國海軍對日本在山東活動的情報蒐集與觀察

評估 

計畫金額：47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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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海文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五) 應用英語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人

次/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2人次/ 6 人 17 人次/ 7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應英所 7 1 10 6 17 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0 人 0 人次/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應英所 0 0 0 0 0 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 人 0 隊/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隊/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1場次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應英所於 2018 年 8月 7日在人文大樓 302A研討室，舉辦 107學年研究所新生歡

迎暨家長座談會活動。 

具體

成果 

本所全體教師與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座談，讓師生與家長都能面對面與本所教師溝

通，增進彼此瞭解，協助新生儘早熟熟悉、適應新學習環境。整體而言，學生與

家長對這項活動的反應積極、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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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0人次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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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之英文檢定考試，故部分學生於

入學前已參加英文檢定考試，且已通過本所英文畢業門檻。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持續配合學校政策，鼓勵學生報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之英文檢定考試，故部分學生於

入學前已參加英文檢定考試，且已通過本所英文畢業門檻。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持續配合學校政策，鼓勵學生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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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 0門 

執行單位 應英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0家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 門/0人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門/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篇 2篇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陳韻涵同學碩士論文以及陳慶豐同學於研討會發表論文，與業界合作研究。 

具體

成果 

1. 陳韻涵碩士論文, 題目: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in News: A Comparison of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at Report the Brexit Referendum. 

2. 陳慶豐研討會論文, 題目: 從海洋人文探討基隆外木山漁港轉型之景觀營造規

畫評估, 發表於第 40屆海洋工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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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0人次 1 隊/2人次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為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本所鼓勵學生報名加上海海洋大學舉辦之第一屆「海

洋杯海峽兩岸翻譯大賽」，報名參賽人數，包括美國、英國及港澳臺地區在內，

共有 200餘所高校，近 3,000人參賽，本所共 14名學生參賽。 

2. 本所邱妍禎同學、蔡菁芝同學，分別獲得二等奬、三等奬，本所黃馨週所長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帶領二位學生親赴上海，出席上海洋海洋大學舉辦之頒奬典

禮領奬。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應英所 M 邱妍禎 
2018.12.13- 

2018.12.15 
上海 

海洋盃海峽兩岸翻譯大賽 

獲獎 

2 應英所 M 蔡菁芝 
2018.12.13- 

2018.12.15 
上海 

海洋盃海峽兩岸翻譯大賽 

獲獎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總

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篇 5篇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2 3 0 0 0 5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0次 253次 

執行單位 應英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應英所教師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為 253 次。 

具體

成果 

1.應英所蕭聰淵教授： 

(1) Hsiao, T.-Y., & Oxford, R. L. (2002). Comparing the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6, 368-383.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96次)。 

(2) Hsiao, T.-Y. (2002). Unidimensional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nxiety Scale. Perceptual & Motor Skills, 95, 927-933.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4次)。 

(3) Hsiao, T.-Y. (2004). Test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 of strategy use with 

student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Psychological Reports, 95, 1059-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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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2次)。 

(4) Hsiao, T.-Y. (2010a). The Statistical Anxiety Rating Scale: Further evidence for 

multidimensionali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107, 977-982. (SSCI, Web of Science, 被

引用 4次) 

(5) Hsiao, T.-Y. (2010b). Testing rival measurement models of the Personal Repor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in two Taiwanese sampl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07, 

127-138.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1次) 

(6) Hsiao*, T.-Y., & Chiang, S. (2010). Testing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Inventory.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111, 707-721.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2次) 

(7) Hsiao, T.-Y., & Chiang, S.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in statistics anxiety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9, 41-42.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8次) 

(8)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game-based vocabulary learning: A framework-based 

view of meta-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9 (1), 69-77. doi: 

10.1111/bjet.12526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3次) 

2.應英所黃馨週教授： 

(1) Huang, H.-c. (2015). From web-based readers to voice bloggers: EFL learners’ 

perspectives.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8(2), 145-170.(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8次) DOI:10.1080/09588221.2013.803983 

(2) Huang, H.-c. (2013). E-reading and e-discussion: EFL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an 

e-book reading program.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6 (3), 258-281.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16次)DOI:10.1080/09588221.2012.656313 

(3) Huang, H.-c. (2013). Online reading strategies at work: What teachers think and 

what students do. ReCALL, 25 (3), 340-358.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6次) 

doi:10.1017/S0958344013000153  

(4) Huang, H.-c., Chern, C. L., Lin, C. C. (2009). EFL Learners’ Use of Online 

Reading Strategies and Comprehension of Texts: An Exploratory Study. Computers & 

Education, 52, 13-26.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49次) 

3.應英所林綠芳教授： 

(1) Lin, L.-F. (2018).Integrating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 into a web-based 

english reading cours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56(1), 105-133.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1次) 

(2) Lin, L.-F. (2015).The impac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on Chinese-speak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use.System, 55, 30-42.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2次) 

(3) Lin, L.-F. (2014).Chinese-speaking learners'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problems 

 with English video-based material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51(1), 23-47.(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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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n, L.-F. (2011).The video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spea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45(3), 299-321.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2次) 

4. 應英所黃如瑄副教授： 

(1) Huang, J. C. (2017). What do subject experts teach about writing research article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5, 18-29. (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4次) 

(2) Huang, J. C. (2014). Learning to write for publication in English through 

genre-based pedagogy: A case in Taiwan. System, 45, 175-186.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6次) 

(3) Huang, J. C. (2011). Attitudes of Taiwanese scholars toward English and Chinese as 

languages of publica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1(2), 115-128.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4次) 

(4) Huang, J. C. (2010). Publishing and learning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in English: 

Perspectives of NNES PhD students in science.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9, 33-44 (SSCI, Web of Science, 被引用 32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件 110萬元/ 

1件 40萬元 

5件 236.55萬元/ 

2件 1,340,000元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5件，總金額計 2,365,500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應英所 3  1,848,000  0  0  2  517,500  5  2,365,500  

與海洋相關(計畫金額為：1,340,000元)  

1. 黃馨週教授，與海洋相關(計畫金額為：885,000元) ： 

計畫名稱: 教師跨文化教學知能培訓:理論與實踐。其中，跨文化活動設計內容

與海洋英文主題相關。     

2. 黃如瑄副教授，與海洋相關(計畫金額為：455,000元) ：： 

計畫名稱: 結合數據驅動學習與文體教學法的創新學術寫作教學模式(I)。其中

研究建立之語料庫與海洋主題相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應英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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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六)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15 人 1 隊/32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於 107.7.6-107.7.9 辦理海洋文創設計營隊「海遇」，共計 32名學員報名參加。 

具體

成果 

共計四天活動，前往和平島進行特色田野調查、廟口飲食文化巡禮、龍崗步道生

態實察，另有海洋文學、創意思考與文創產業、雷「設」雕刻等豐富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次 2次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03.16帶領學生及學生作品前往基隆安樂高中參加安樂高中自造實驗室開幕典

禮。 

107.04.13系主任前往基隆碇內國中參加校慶活動，並進行招生宣傳。 

具體

成果 

由本系顏智英主任、莊育鯉助理教授、蔡岳呈同學、劉庭妤同學，將本系學生作

品（八斗子海釣船、馬克杯、筆記本、杯墊、環保提袋等商品約二十多件）運載

至安樂高中，參加基隆市安樂高中自造實驗室啟用活動。其中八斗子海釣船特別

受到市長的青睞。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05.05辦理新鮮人說明會，計有 33 位學生及家長至本系參加活動。 

107.08.18 辦理「107 學年度新生暨新生家長說明會」，計有 38 位學生及家長至本

系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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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107.05.05新鮮人說明會 

107.08.18新生暨新生家長說明會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0人次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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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文創系 B 陳唯瑄 
20180901- 

20190201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2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文創系 B 邱霈渝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2 文創系 B 梁雅絜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3 文創系 B 陳怡安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4 文創系 B  許惠婷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5 文創系 B  蔡岳呈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6 文創系 B  陳思妤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7 文創系 B  陳柔羽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8 文創系 B  李欣芳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9 文創系 B  劉庭妤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10 文創系 B  陳唯瑄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11 文創系 B  游宜珍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12 文創系 B 徐可靜 
2018.08.18- 

2018.08.28 
日本 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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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3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共計 3位同學參加考試。 

具體

成果 

3位同學均通過考試。 

具體

改善

措施 

於每學期初加強宣傳報考事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3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共計有 3位同學參加考試並通過。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門 1門 

執行單位 文創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文創產品設計實習」課程。 

具體

成果 

共計有 23名大三同學於 107年暑假完成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3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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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共有 3名同學參加校外實習。 

具體

成果 

三位參與校外實習的同學如下： 

蔡森宇同學前往亞洲廣聯有限公司。 

邱家輝同學前往听海文創企業有限公司。 

卓怡安同學前往可染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0家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0 門/0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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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 30 人次 1隊/30 人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由本系大一同學(106級)全班投稿參加台西文教 Logo 創意設計徴選比賽。 

 

具體

成果 

共計有 30名同學參加比賽。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總

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篇 0篇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0 0 0 0 0 0 
 

落後

原因

說明 

未發表相關論文。 

具體

改善

措施 

請老師積極投稿相關期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次 0次 

執行單位 文創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次 

落後

原因

說明 

未發表相關論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件 20萬元/ 

1件 20萬元 

7件 134.9萬元/ 

7件 134.9萬元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7件，總金額計 1,348,6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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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文創系 1 424,000  0  0  6  924,653  7  1,348,653  

 

與海洋相關的計畫件數共計 7件，金額 1,348,653。 

 

 

 

 

第 2 件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該計畫所使用的課程教材皆是與海洋相關教

材。 

第 6 件熊米屋企業社-產品規劃與設計： 熊米屋為基隆在地的企業，因此產品的

規劃與設計皆具海洋意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文創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七) 海洋觀光管理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隊/15 人 1 隊/22 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於 107年 7月 15至 17日舉辦高中特色營隊:「2018海大觀光營-海底大觀園」。 

 

具體

成果 

共 22位學員參加營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次 3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年 11月 6日林谷蓉主任帶領旅行社與餐飲經營實務之「企業實習」學生接

待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師生 40 人參訪本系海洋夢想基地，由學生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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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導覽介紹兩大實習課程內容、現場製作糕點咖啡，建立兩系師生情誼、達成

圓滿交流。 

2. 107年 12月 14與 21日林谷蓉主任帶領系學會與企業實習學生接待暖暖高中師

生，活動兩梯次共計約 50人，與高中進行跨校跨領域交流與招生宣傳 1次。 

3. 108年 1月 15日林谷蓉主任參加本校與暖暖中學合作海洋科技學程計畫師資期

末交流會；108年 1月 23日林谷蓉主任與施彤煒老師參加本校與暖暖中學合作

海洋科技人文研究計畫之招生面試工作，錄取三位學生將於 108 年度治本系上

課並由施彤煒與蔡宏興老師協助指導。 

具體

成果 

 

 

 

 

 

 

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師生 40人參訪本系海洋夢想基地，由學生親自導覽

介紹兩大實習課程內容、現場製作糕點咖啡，建立兩系師生情誼、達成圓滿交流。 

林谷蓉主任帶領系學會與企業實習學生接待暖暖高中師生，活動兩梯次共計約 50

人，與高中進行跨校跨領域交流與招生宣傳。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場次 2場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於 2018 年 5月 5日辦理 Hi! Young新鮮人說明會。 

2. 本系於 2018 年 8月 18日辦理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具體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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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 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1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年度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共計 1人。 

編號 姓名 系所 研修學校/機構 研修期程 

1 林家和 觀光系 韓國釜慶大學 107/08/30-108/01/1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次 0人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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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觀光系 B 張舒淇 
2018.01.01- 

2018.04.30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2 觀光系 B 陳偉哲 
2018.09.01- 

2018.12.31 
加拿大 紐芬蘭紀念大學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4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觀光系 
大學

部 
顏煜叡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

營 

2 觀光系 
大學

部 
徐筱郡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夏令

營 

3 觀光系 B 張晴雯 
2018.07.01- 

2018.07.14 
菲律賓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 觀光系 
大學

部 
楊斯閔 

20181222- 

20181229 
大陸地區 自費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人 2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大二葉皓陽、顏允佳同學榮獲教育部越南見習計畫於寒假至越南進行國際交流。 

具體

成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人 13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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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鼓勵本系同學參加校園多益考試。 

具體

成果 

107年本系實際報考人數為 13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人 10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報考同學超過半數通過測驗，本系以重視培養學生英語能力為指標之一。 

具體

成果 

報考人數為 13 人，實際通過人數為 10 人。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門 4門 

執行單位 觀光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系開設「郵輪服務實習」(一)(二)(三)課程 3 門與「企業實習」(一)1 門。 

具體

成果 

如: 

1. 學生陳浩洋至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潮境海洋中心產學交流組、揪潛水。 

 

 

 

 

 

 

 

2. 學生林添寶至福華翡翠灣渡假飯店餐飲部門實習。 

 

 

 

 

 

 

 

 

 

http://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216
http://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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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李妍潔至基隆港務公司實習。 

 

 

 

 

 

 

 

4. 郵輪服務實習 3-12月都有學生至基隆港務公司實習旅客服務出入關工作。 

5. 修習旅行社經營實務課程學生於本校夢想基地之本系與雄獅合作之實習旅行

社實習。 

6. 修習餐飲經營實課程學生於本校夢想基地本系餐飲烘培基地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人 11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6年校外實習人數共 11人，詳細資料如下表。 

實習機構名稱 學生姓名 實習期間 

揪潛水 陳浩洋 106年 06月 21日~107 年 09月 24日 

基隆區漁會 
徐婉庭 

林思余 
106年 07月 01日~107 年 06月 30日 

亞果遊艇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 

陳柔妤 

劉晏 

林庭瑜 

106年 07月 03日~ 107 年 06月 30日 

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 
林建伸 106年 08月 01日~107 年 05月 30日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 周晴詒 106年 08月 01日~ 107 年 07月 31日 

宇岳遊艇有限公司 曲宇琪 106年 09月 01日~107 年 02月 28日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陳浩洋 107年 01月 17日~ 107 年 02月 20日 

基隆港務分公司 李妍潔 107年 07月 02日~107 年 08月 31日 
 

 

 

 

 

 

 

 

 

 

本系周晴詒同學於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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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林建伸同學於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實習，本系林谷蓉主任至大陸三亞訪視 

合影。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家 15家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本系於 6月 7日與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簽屬合作備忘錄與學生實

習合約。 

2. 本系於 6 月 13 日與馥裕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萬大分公司簽屬合作備忘錄與學生

實習合約。 

3. 林谷蓉主任於 11月 13日帶領本系師生共同參加本校與交通部航港局合作備忘

錄之簽署儀式典禮，共同孕育未來相關航運觀光產業發展能量，此為本系與政

府機構－交通部航港局之首次官學合作－簽署學生實習合約。 

具體

成果 

與本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 金界旅運服務集團 

2. 英商康年華旅行社 

3. 昇鴻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 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5. 翡翠灣福華渡假飯店 

6.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7. 宇岳遊艇有限公司 

8.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 

9.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 

10.馥裕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萬大分公司 

11.交通部航港局 

12.亞果遊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13.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4.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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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基隆區漁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門/0 人 9 門/209 人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許有志助理教授兼專業教師開設「餐飲服務管理」課程 1門。 

2. 許有志助理教授兼專業教師開設「旅館服務管理」課程 1門。 

3. 陳文正、林文彥老師之「餐飲經營實務」(一)1 門課程培訓學生烘培與咖啡專

業技能並輔導專業證照考試。 

4. 陳文正、林文彥老師之「餐飲經營實務」(二)1 門課程培訓學生烘培與咖啡專

業技能並輔導專業證照考試。 

5. 傅蔭恩老師之「旅行社經營實務」課程培訓學生旅行業專業技能。 

6. 林谷蓉主任開設「企業實習」(一)1 門。 

7. 林谷蓉主任開設「企業實習」(二)1 門。 

8. 林谷蓉主任開設「海洋觀光專題講座」1門。 

9. 王明仁老師之「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課程 1門。 

具體

成果 

1. 許有志助理教授兼專業教師「餐飲服務管理」共 34位學生修習課程。 

2. 許有志助理教授兼專業教師「旅館服務管理」共 42位學生修習課程。 

3. 陳文正、林文彥老師之「餐飲經營實務」(一)1門共 27位學生修習課程。 

4. 陳文正、林文彥老師之「餐飲經營實務」(二)1門共 15位學生修習課程。 

5. 傅蔭恩老師之「旅行社經營實務」共 15位學生修習課程。 

6. 林谷蓉主任開設「企業實習」(一)共 20位學生修習課程。 

7. 林谷蓉主任開設「企業實習」(二)共 1位學生修習課程。 

8. 林谷蓉主任開設「海洋觀光專題講座」共 18位學生修習課程。 

9. 王明仁老師之「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共 37位學生修習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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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隊/ 0 人次 3隊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107年 3月 29日本系學生參與 1A FUN4 躲避球比賽。 

2. 107年 4月 28日本系學生參與第二十八屆全國大專院校觀光盃男子排球賽獲得

冠軍。 

3. 107年 5月 9日本系林谷蓉主任指導並帶領學生參加全國MR.B&B創意遊程競

賽。  

具體

成果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總

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1篇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 0 0 0 0 1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 其他 0次 5次 

執行單位 觀光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觀光系教師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為 5次。 

具體

成果 

王彙喬助理教授： 

H. C. Wang, and H. S. Lee (2012, Sep). Evaluating Navigation Safety for Harbors in 

Taiwan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Marin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11(3), 

31-37. (SCI, google scholar citation, 被引用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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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件 20萬元/ 

1件 20萬元 

1件 21.5萬元/ 

1件 21.5萬元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1件，總金額計 215,000 元，亦與海洋相關。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計畫總件數共 1件，總金額計 215,000 元。 

王彙喬助理教授，與海洋相關(計畫金額為：215,000元)： 

計畫名稱：承認國際遊艇駕駛執照可行性分析(交通部航港局)。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觀光系 1 215,000  0  0  0 0 1 215,00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觀光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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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政學院 

(一) 海洋法律研究所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次/ 20 人 44 人次/ 18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法所 18 7 26 11 44 18 
 

落後

原因

說明 

1. 本所 107 學年度碩士班註冊人數原為 20 人，但因 1 位學生申請保留學籍，故

無法通知遞補；1 位學生於完成註冊程序，開學日後，因個人因素申請自動退

學，當時已逾遞補時間，故無法遞補，所以 107 學年度本所碩士班實際註冊人

數為 18 人。 

2. 另，107 學年度本所碩士班錄取陸生 1 名，1072 學期也有 1 位同學申請提前入

學，故 107 學年度本所碩士班實際就讀人數仍維持 20 人。 

具體

改善

措施 

1. 本所針對博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設計招生宣傳海報，並將招生宣傳海

報寄送至全國相關機構及系所。 

2. 本所法律服務社每年皆申請教育部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辦理相關法律

諮詢及法治教育活動，法服社社員至基隆市各區村里民辦公室向居民發送活動

文宣宣傳，藉由此機會將本所招生訊息融入其中，以達宣傳實效。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次/ 3 人 7 人次/ 2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法所 6 2 1 0 7 2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院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尚無畢業生。 

具體
改善
措施 

108 年度本學院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即將有學生畢業，設計五、六年一貫招生

海報，鼓勵法政系及其它系所學生報名參加。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 0 隊/0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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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7 年度並無辦理特色營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研究所學生應已能為自己負責，故本所僅舉辦新生說明會。本所已於 107 年度舉

辦 1 場新生說明會。 

具體

成果 

本所於 107 年 9 月 1 日舉辦 107 學年度新生說明會。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教師於 107 年度無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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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海法所 M 陳致涵 
2018.01.18- 

2018.02.03 
韓國 International Winter Program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7 年度無學生參與校外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1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7 年度本所共有 1 位同學報考多益考試。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碩士班學生多以報考國家考試為目標，且本所並未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僅以

鼓勵方式希望本所學生多加報考英文檢定，加強英語能力。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仍持續鼓勵學生報考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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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7年度本所共有 1位同學報考多益考試，但未達 550分。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碩士班學生多以報考國家考試為目標，且本所並未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僅以

鼓勵方式希望本所學生多加報考英文檢定，加強英語能力。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仍持續鼓勵學生報考英檢。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法所(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並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7 年度無學生參與校外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7 年度並無與相關產業結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無開設創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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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雖有碩博士論文發表，但無與業界合作。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次 0 隊/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7 年度無學生參與校外競賽。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所 107 年度無發表於 SCI/SSCI/TSSCI/THCI/EI 之論文。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所教師雖多有投稿於各類期刊，但收錄於 SCI/SSCI/TSSCI/THCI/EI 中之論文篇

數仍有不足。 

具體

改善

措施 

未來仍鼓勵教師多投稿，以提昇本所研究能量。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5 次 - 

執行單位 海法所 

107

年 

執行

情形 

此部份無法取得相關資料。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件 60 萬元/ 

2 件 60 萬元 

2 件 85 萬元/ 

2 件 85 萬元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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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2 件，總金額計 799,999 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海法所 0 0  0  0  2 849,999  2 849,999  

本所 107 年度共有 2 件計畫執行： 

1. 陳荔彤教授，「國際法上臺灣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研究-從各國法院判

決、國際實踐及外交實務研析」，外交部（計畫起訖日期：107/3/31-108/1/31，

799,999 元）。 

2. 許春鎮副教授，「107 年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教育部，（計畫起訖日

期：107/3/05-107/12/10，50,000 元）。 

※未來仍鼓勵本所教師持續申請科技部等單位之研究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海法所(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二) 海洋法政學系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10 人 1 隊/15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由法政系系學會於 107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7 日辦理暑期營隊「歐拉普的逆襲」，共

計 15 名參與。 

※實施方式檢討及未來改進方向： 

於營隊活動前置期中：A.應主動向它系營隊進行討論，例如：出器材及架撤場事

宜負責人；依本學程營隊之需求，提前並適時向它系提出需支援之項目。B.需向

工程組提出之器材需求及活動企劃書，須及早完成，避免後續無法及時提出修改。

C.本次場地申請，因活動企劃書遲遲未繳交於體育館，導致較晚申請完成，往後

應留意。 

※其他相關建議： 

A.活動場地取得：希望體育館對於場地申請，能夠盡量確定得申請之日期，而非

含糊口頭告知預計得申請之日。 

B.活動其它事項之申請：感謝學校提供申請流程服務，惟申請與實際流程並非一

致，亦無詳細告知實際如何操作，期盼於申請之初詳盡提供實際操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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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住宿方面：感謝學校提供住宿，惟暑期住宿的房間，於女一宿舍內不斷有螞蟻

出沒，懷疑螞蟻窩生成，未來開放住宿的地點尚須審慎考慮；另外，亦希望學校

能依照各系系館之不同，開放其他宿舍大樓。 

D.供餐方面：感謝學生第一餐廳願意供餐，但其早餐供餐時間不準時，常延遲本

次營隊之活動流程；另外，提供之環保餐具未清潔完全，期盼改進。 

具體

成果 

辦理暑期營隊的主要目的即是引領高中生關注海洋法政議題，進而以學習海洋法

政領域為第一優先志向。本次營隊除安排活動外，亦安排課程。課程除邀請學者、

律師為實務演說外，也出教室，帶領參與學員至海巡隊第一分隊進行實際的業務

介紹，並登船了解海域執法的相關情形，從紙上談兵變成實況觀察。此動態課程

安排，讓參與學員進一步了解法政系學習領域，加深就讀學校的意願。參與學員

中，有一名現為法政系一年級學生。本次營隊活動內容，可參閱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ouolap/?modal=suggested_action&notif_id=1531396647

756209&notif_t=page_user_activity ;https://ntouolapno2.wixsite.com/olap2018summe

revent。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說明會、

舉辦活動及文宣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 次 7 次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結合海法所法服社法治教育活動，至基隆市各國、高中進行招生說明事宜。107

年度共至 2 所高中、5 所國中進行招生宣導。 

具體

成果 

※於 2 所高中、5 所國中辦理招生宣導的時間及情形如下： 

1. 107 年 03 月 15 日基隆市立南榮國中：共 130 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61、

女 69。 

2. 107 年 03 月 21 日基隆市立信義國中：共 122 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54、

女 68。 

3. 107 年 06 月 04 日基隆市立銘傳國中：共 271 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136、

女 135。 

4. 107 年 09 月 07 日基隆市立成功國中：共 82 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37、女 45。 

5. 107 年 10 月 05 日輔大聖心高中：共 9 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9、女 0。 

6. 107 年 12 月 11 日國立基隆女中：共 55 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0、女 55。 

7. 107 年 12 月 12 日基隆市立正濱國中：共 23 人參與。參與性別比例：男 13、女

10。 

 

 

 

 

 

 

 

 

基隆市立南榮國中 

 

 

 

 

 

 

 

 

基隆市立信義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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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基隆市立成功國中 

 

 

 

 

 

 

 

 

輔大聖心高中 

 

 

 

 

 

 

 

 

國立基隆女中 

 

 

 

 

 

 

 

基隆市立正濱國中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場次 2 場次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配合各入學管道放榜期間，分別於 107 年 5 月 5 日（申請入學）及 107 年 8 月 18

日（考試分發）各辦理 1 場與新生及家長互動座談會。 

具體

成果 

 

 
參觀教學環境 參觀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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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法政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2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 

1 法政系 B 劉定淮 
2018/02/25- 

2018/06/23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2 法政系 B 葉佳茵 
2018/02/25- 

2018/06/25 
大陸地區 廈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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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 人 5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具體

成果 

編號 系所名稱 學制 姓名 出國起迄日期 國家(地區) 出國事由 

1 法政系 
大學

部 
張价萱 

107/07/12- 

107/07/19 
中國青島市 

海峽兩岸大學生海洋文化 

夏令營 

2 法政系 B 劉品妤 
2018.06.30- 

2018.07.30 
美國 

JMU Summer Program for 

Leadership and Global 

Engagement 

3 法政系 B 陳旻萱 
2018.07.04- 

2018.07.17 
馬來西亞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4 法政系 B 陳怡萱 
2018.07.04- 

2018.07.17 
馬來西亞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5 法政系 B 江敏 
2018.07.04- 

2018.07.17 
馬來西亞 大專院校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0 人 15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計 15 人參與 TOEIC 多益測驗，8 人通過畢業門檻標準。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計 15 人參與 TOEIC 多益測驗，8 人通過畢業門檻標準。詳如下表： 

考試類別 學年度 學號 年級 總分 通過標準 狀態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01025 1 700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01028 1 610 550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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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01025 2 720 550 以上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01006 2 695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01013 3 770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01014 3 510 55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01202 3 265 550 

 *多益測驗(TOEIC) 1072 00501001 3 285 550 以上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81026 4 390 550 以上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81026 4 390 55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01202 4 585 55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72110 4 395 550 以上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01005 4 560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01021 4 985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01203 4 390 55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人 8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計 15 人參與 TOEIC 多益測驗，8 人通過畢業門檻標準。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計 15 人參與 TOEIC 多益測驗，8 人通過畢業門檻標準。詳如下表： 

考試類別 學年度 學號 年級 總分 通過標準 狀態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01025 1 700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701028 1 610 55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601025 2 720 550 以上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01006 2 695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01013 3 770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01014 3 510 550 

 校園多益考 1071 00601202 3 265 550 

 *多益測驗(TOEIC) 1072 00501001 3 285 550 以上   

*多益測驗(TOEIC) 1062 00481026 4 390 550 以上   

校園多益考 1062 00481026 4 390 550 

 校園多益考 1062 00501202 4 585 550 通過 

*多益測驗(TOEIC) 1071 00472110 4 395 550 以上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01005 4 560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401021 4 985 550 通過 

校園多益考 1071 00501203 4 39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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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門 2 門 

執行單位 法政系(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法政系校外實習主要係結合課程辦理。除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合作之「司

法實務_行政執行法實際演練」為暑期實習尚未結合課程辦理外（將於 1072 學期

落實於「司法實務實習」課程），目前校外實習結合課程有二，「司法實務實習」

及「航運產業實習」。 

具體

成果 

校外實習結合課程有二，「司法實務實習」及「航運產業實習」，說明如下： 

（1）「司法實務實習」：2學分課程，於三下開課，每位同學進行至少80小時實地

實習。107年3月至9月，各8位修課同學分別至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及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各分會進行實地實習。該校外實習除由實習機構進行每日工

作日誌考核外，授課教師也實地訪評，學生實習結束尚需繳交實習報告並為

實習成果發表。本課程成績由授課教師與實習機構輔導者共同評量實習同學

表現。 

（2）「航運產業實習」：2 學分課程，於四上開課，每位同學進行至少 80 小時實

地實習。除臺灣港務公司外，增加交通部航港局為實習機構，使學生了解公

部門對航運產業之監管政策與法制。107 年暑假及 108 年寒假時，各 5 位及

2 位修課同學分別至臺灣港務公司及交通部航港局進行實地實習。該校外實

習除由實習機構進行每日工作日誌考核外，學生實習結束尚需繳交實習報

告。本課程成績由授課教師與實習機構輔導者共同評量實習同學表現。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0 人 23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校外實習結合課程有二，「司法實務實習」及「航運產業實習」。分別有 16 人、7

人，共 23 人赴相關機構進行實地實習。 

具體

成果 

校外實習結合課程有二，「司法實務實習」及「航運產業實習」，各課程實習人數

說明如下： 

（1）「司法實務實習」：107 年 3 月至 9 月，各 8 位修課同學分別至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及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各分會進行實地實習。 

（2）「航運產業實習」： 107 年暑假及 108 年寒假時，各 5 位及 2 位修課同學分

別至臺灣港務公司及交通部航港局進行實地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5 家 5 家 

執行單位 法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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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為鼓勵法政系學生接觸實際法律事件、學習案件程序進行，特與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交

通部航港局合作，由該等機構提供實習機會，活化學生法律專業學習。 

具體

成果 

讓學生體驗「做中學、學中做」的意義。學生透過親身的實務學習，激發其學習

的主動性，建構其與社會的連結度，達成理論與實務的融合，如此方為有效的學

習，也為學生未來就業提供具體的方向。與各機構合作內容如下： 
合作機構 合作始期 實習時間 實習時數 實習員額 結合之課程名稱 

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士林分署 
105.01.05 暑假期間 

40 小時 

（無給職） 
15 名 司法實務實習 

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 
107.02.27 

學期中或 

寒暑假 

80 小時 

（無給職） 
若干名 司法實務實習 

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 
107.01.15 

學期中或 

寒暑假 

80 小時 

（無給職） 
若干名 司法實務實習 

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 
107.05.22 暑假期間 

80 小時 

（無給職） 
10 名 航運產業實習 

交通部航港局 107.11.13 
學期中或 

寒暑假 

80 小時 

（無給職） 
若干名 航運產業實習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

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隊/5 人次 1 隊/5 人次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法政系江宇璿、林仲慶、李佳芸、吳昱葳及陳靖瀅同學於 107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參加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擊劍項目，經過分組預賽、淘汰賽，最終

分別獲得銅牌、第五、第六、第七名等獎項。 

具體

成果 

法政系江宇璿、林仲慶、李佳芸、吳昱葳及陳靖瀅同學於 107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參加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擊劍項目，經過分組預賽、淘汰賽，各獲

得獎項如下：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擊劍項目 

男子組鈍劍團體賽 第七名   江宇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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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軍刀團體賽 銅牌     江宇璿、林仲慶 

女子組銳劍團體賽 銅牌     陳靖瀅 

女子組鈍劍團體賽 第六名   吳昱葳 

女子組軍刀團體賽 第五名   李佳芸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總

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次 0 次 

執行單位 法政系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

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 0 元/ 

0 件 0 元 

0 件元/ 

0 件 0 元/ 

執行單位 法政系(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資

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0 件，總金額計 0 元。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件/0 元 0 件/0 元 

執行單位 法政系(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件/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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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1. 有效招生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士班

(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7 人次/ 7 人 7 人次/ 7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政所 2 2 5 5 7 7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2 人次/ 2 人 3 人次/ 3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由教務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招生系所 
碩士班甄試 碩士班考試 合計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報名人數 註冊人數 

海政所 1 1 2 2 3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場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場次 1 場次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研究所學生應已能為自己負責，故本學程僅舉辦新生說明會。本學程已於 107 年

度舉辦 1 場新生說明會。 

具體

成果 

本學程於 107 年 9 月 12 日舉辦 107 學年度新生說明會，其後亦有關心學生學習及

適應情形的家長與學程教師保持溝通聯繫。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學生赴

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次 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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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大陸地

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換

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非大陸

地區研修人數(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等)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問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育部學海

築夢獎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習)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本學程未有同學報考英文檢定。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本學程未有同學報考英文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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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程未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僅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定，以加強自身的英語能力。 

具體

改善

措施 

1. 持續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定，並提供欲報考同學諮詢和引介相關資源。 

2. 於課程中融入英文教材，增加學生接觸機會及興趣。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107 年度本學程未有同學報考英文檢定，故未有通過人數。 

具體

成果 

107 年度本學程未有同學報考英文檢定，故未有通過人數。 

落後

原因

說明 

本學程未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僅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定，以加強自身的英語能力。 

具體

改善

措施 

1. 持續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定，並提供欲報考同學諮詢和引介相關資源。 

2. 於課程中融入英文教材，增加學生接觸機會及興趣。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 0 門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填報時，需填具校外實習課程名稱，若為課程中安排校外參訪

者，不列計)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人 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家 0 家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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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執行

情形 

0 家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門/0 人 0 門/0 人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門/0 人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

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篇 0 篇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篇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數/人次) 

107 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 隊/0 人次 0 隊/0 人次 

執行單位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107

年 

執行

情形 

0 隊/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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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共教中心 

2. 國際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1件/10萬元 1件/21.67萬元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1件/21.67 萬元 

具體

成果 

系所 主持人 計畫 名稱 計畫金額 委託單位 起迄日期 

華語 

中心 
黃雅英 

教育部輔導及輔助華語文教育機構優

化計畫經費申請表 
216,667 

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

教育司華

語科 

107/5/1~ 

107/11/30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篇 0篇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 

107

年 

執行

情形 

0篇 

 

3. 縮短學用落差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課程數/

修習人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0門/1200 人 35門/1530人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 

107

年 

執行

情形 

本中心積極開設創業相關課程，更進一步整合課程，設立「創意創新創業學程」

整體規劃為基礎課程 4學分、核心課程 8學分、專業課程 8 學分，共計 22 學分。

供學生自由選讀。 

具體

成果 

目前每學年穩定開課數為 35堂課，共計有 1530人次修課，範疇涵蓋創新、創意、

創業三大主軸。延伸出科技、全球、美學等領域課程。力求創造創業學習環境。 

 

4. 研究特色化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1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總

篇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3篇 2篇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 

107
執行

情形 

各期刊篇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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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期刊 SCI SSCI TSSCI THCI EI 總計(不重複) 

篇數 1 0 0 1 0 2 
 

具體

成果 

語文教育組吳智雄教授 1篇 

〈爭儲、謀反、冒名、廢黜︰論西漢四種政權正當性事件與經典意義應用之互涉〉，

《清華中文學報》，第 19期，頁 53-104，107年 6月，THCI。 

落後
原因
說明 

106 年度本中心教師研究論文目標值實際總篇數為 5 篇，由於 107 年度中心教師

相關投稿中論文計 1篇。故執行情形略顯落後。 

具體
改善
措施 

本中心將積極鼓勵教師投入研究及投稿，望能於 108 年度提升執行進度研究論文

目標值。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2   

SCI/SSCI/TSSCI/THCI/EI論文歷

年被引用次數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次 25次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 

107

年 

執行

情形 

1. 黃雅英，「以字頻表為基礎的對外華語初級教材字彙通用性檢視(TSSCI)」 被

引用次數 6 次 

2. 黃雅英，修辭手法中的語言文化特徵與跨文化華語教學 -以析詞格為例

(TSSCI&THCI) 被引用次數 2次 

3. 曾聖文，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協經濟發展影響=The Impact of an Emerging 

Chinese Economy on ASE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吳德美 ; 曾聖文 問題

與研究 44:3 民 94.05-06 頁 57-91 (TSSCI),被引用次數 14次。 

4. 曾聖文，中國大陸財政支出與經濟成長--因果關係的驗證=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ainland China 魏艾 ; 曾聖文 中國大陸

研究 46:6 民 92.11-12 頁 137-162，(TSSCI)，被引用次數 3次。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海洋相

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4件 160萬元/ 

1件 20萬元 

7件 272.77萬元/ 

1件 60.7萬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由研發處統一提供各系所「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資料後，並提供明細

資料分發給各系所填報「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 

107

年 

執行

情形 

計畫總件數共 7件，總金額計 2,727,667 元。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 1件，金額計 607,000元。 

具體

成果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如下所示： 

系所 

名稱 

科技部 農委會 建教計畫 總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華語 

中心 
0  0  0  0  1  216,667  1  216,667  

共教 

中心 
4  2,141,000  0 0 2  370,000  6  2,511,000  

總計 4  2,141,000  0 0 3 586,667 7 2,72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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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額：1件，金額 607,000。計畫名稱：海洋運動觀光區

域產業發展關連分析-社會網路管理之運用。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07年度目標值 執行進度(請勾選) 

預定 實際 □超越   □符合   □落後  

■其他 0件/0元 0 件/0元 

執行單位 共教中心(由產學營運總中心統一提供各系所資料) 

107

年 

執行

情形 

0件/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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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107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落後說明 

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 有 

效 

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輪機系 落後因素為少子化、大環境經濟

不景氣，還有本系推動進階海上

實習政策，鼓勵學生實習六個

月，及上船工作有優渥的薪資，

導致學生報考研究人數銳減。 

鼓勵大三、大四學生報考本系五年一貫，

並宣傳學校提供獎學金。 

養殖系 部份考生錄取後，雖然有前來

報到，但於註冊前決定放棄就

讀碩士班，轉而投入職場就

業。 

強化學生於就讀碩士班期間和產業之連

結。 

生科系 由於少子化、各校學系過多、高

學歷就業環境不佳、薪資未成

長，導致學生就讀研究所意願降

低。 

1. 鼓勵本系教師至其他大學演講、授課、

參加研討會或擔任委員訪視時，置入性

行銷帶入本系特色、師資專長、研究領

域，以開拓校外學生來源。 

2. 透過招生組協助安排，至補習班進行招

生宣傳。 

積極鼓勵與宣傳五年一貫的優勢，使本

系學生多多申請五年一貫，提高學生報

考及就讀研究所意願。 

環漁系 因考生另有生涯規劃，於開學前

放棄註冊。 

建立與碩士班錄取生之溝通管道，確實瞭

解錄取生之生涯規劃及就讀意願，提高註

冊報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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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河工系 河工系 107 年應屆畢業生約有

82位。而河工系畢業學生出路多

元，有些學生選擇於畢業後先到

業界工作或大部分男生會選擇

先去服役，而選擇升學的同學可

能因為地緣或其他關係而至其

他學校就讀其他大學。 

持續鼓勵本系學生申請本校五年一貫，並

加強宣導本系教師研究能量，安排大三以

上學生與本系教師座談或配合系上專題

研究課程，讓學生提早接觸研究室相關事

務。 

資工系 本系報考碩士班人數明顯增加，

但因學生錄取後因生涯規劃選

擇其他學校就讀，或是選擇就

業、當兵等，因此註冊率未達到

預定目標。 

目前碩士班市場中多所學校均有資工所，

因此不免有搶學生的狀況，為了拓展生員

數，本系擬增開非本科系所組別，增加其

他領域優秀學生就讀，並配套提升專業領

域課程，幫助學生轉型，亦可增加本系註

冊率。 

通訊系 本年度報名人次超過預定值，而

實際報到人數較預定值少，其原

因應為少子化現象造成。 

本系除鼓勵在校生報考研究所外，由主任

及導師主動協助約談同學進行系所宣傳，

加強同學留校就讀之意願。 

光電所 近年來因少子化的影響，造成本

所報考及就讀人數(含本校學生)

減少。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鼓勵學生可

以跨系所就讀“學碩 5年一貫”。 

2. 107 學年度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將有第一屆學士班畢業生，本所已

有 12位大四學生申請光電系“學碩 5年

一貫”，相信來年的招生狀況會比今年

度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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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文所 有關本所碩士班考試，原錄取之

學生因家人建議就業為主而未

來報到，雖有 3 位備取生，但因

有同時錄取其他研究所或家庭

因素或工作因素而皆未能後補

註冊。 

積極與正取及備取生溝通鼓勵。 

海法所 1. 本所 107學年度碩士班註冊

人數原為 20 人，但因 1位

學生申請保留學籍，故無法

通知遞補；1位學生於完成

註冊程序，開學日後，因個

人因素申請自動退學，當時

已逾遞補時間，故無法遞

補，所以 107 學年度本所碩

士班實際註冊人數為 18

人。 

2. 另，107學年度本所碩士班

錄取陸生 1 名，1072學期也

有 1位同學申請提前入學，

故 107學年度本所碩士班實

際就讀人數仍維持 20人。 

1. 本所針對博士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

專班設計招生宣傳海報，並將招生宣

傳海報寄送至全國相關機構及系所。 

2. 本所法律服務社每年皆申請教育部中

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辦理相關

法律諮詢及法治教育活動，法服社社

員至基隆市各區村里民辦公室向居民

發送活動文宣宣傳，藉由此機會將本

所招生訊息融入其中，以達宣傳實

效。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數) 

環漁系 因考生另有生涯規劃，於開學前

放棄註冊。 

建立與碩士班錄取生之溝通管道，確實瞭

解錄取生之生涯規劃及就讀意願，提高註

冊報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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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資所 本所尚無大學部學生，故本校學

生就讀本所人數比例偏低，大部

分報考學生為外校相關科系學

生及外籍生。 

鼓勵本校相關科系之大學部學生申請五

年一貫進修，加強校內招生及本所特色宣

傳，也推廣跨領域進修，提高學生就讀意

願。 

機械系 比預定目標少 1 人。 增加各項管道關懷本系大學部學生，並鼓

勵本系大學部學生報考本系研究所。 

電機系 由於宣導時間過晚及不足，使得

與預估值有些微落差。 

系上會在課程選課說明會以及導師開班

會時再加以宣導，鼓勵同學報考本校碩士

班以及就讀碩士班。 

光電所 近年來因少子化的影響，造成本

校學生報考及就讀光電所人數

減少。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鼓勵學生可

以跨系所就讀“學碩 5年一貫”。 

2. 107 學年度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將有第一屆學士班畢業生，本所已

有 8 位大四學生申請光電系“學碩 5 年

一貫”並已經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

學錄取，相信來年的招生狀況會比今年

度改善。 

教研所 本所係獨立所並無大學部，且本

校學系主要以「海洋海事水產」

特色學系及理工學系為主，並無

教育相關學系，故在校內招生部

分較為不利。 

持續加強校內招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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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法所 本學院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尚無畢業生。 

108年度本學院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即

將有學生畢業，設計五、六年一貫招生

海報，鼓勵法政系及其它系所學生報名

參加。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人數 國際處 1. 學士班名額因全臺人數限縮，

本校學士班招生名額減少為

基隆校區 2 人、馬祖校區 3

人。另填報馬祖校區學士班同

學之志願序多數分配於第 10

志願之後，自 106學年度起採

無條件流用，故造成正式分發

後馬祖校區學士班無學生就

讀。 

2. 碩士班 1名同學因健康因素，

身體無法負荷，因故放棄來臺

就學。 

1. 為提升本校碩博士班之報考及註冊人

數，針對大陸地區姐妹校師生已表達擬

來校就讀意願之系所，做為提報招生計

畫系所排序時之考量。 

2. 將本校招生訊息以電郵方式週知曾來

校交換(研修)之大陸姐妹校學生。 

3. 擬請大陸地區姐妹校協助招生宣傳及

公告。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生人

數(依學期統計) 

國際處 本校於 106學年度起，加強開設

英語設課課程並向海外姐妹校

進行宣傳，多數學校表示須有更

多時間協助宣導，使學生能將本

校放入赴外研修學校的考量名

單中。 

製作相關文宣，加強向姊妹校交換學生計

畫承辦人說明本校交換學生計畫的運作

方式，交換學生可於本校修讀以英語教學

之專業課程、海洋文化相關課程，以及華

語文課程，提高海外學生蒞本校研修之意

願。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運輸系 營隊報名人數過少，取消辦

理。 

於108年辦理時請系學會製作文宣加強宣

傳與經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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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生科系 全國大專院校都於暑假辦理營

隊，因此高中生選擇眾多，分

散掉報名人數。 

針對參與高中生進行活動問卷滿意度調

查，營隊結束後招開檢討會議，依據問卷

結果進行明年課程修正與調整，提高明年

報名率。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宣

等) 

經管系 未至高中舉辦說明會。 未來會積極與各高中接洽、辦理。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食科系 去年申請科技部與菲律賓大學

合作計畫，未獲通過。因此落後。 

請老師繼續努力申請國際合作計畫。 

養殖系 107年仍有繼續執行帛琉共和國

天然資源環境暨觀光部之帛琉

共和國農漁業輔導計畫，約計

1500 萬元；預計今(108)年度才

會撥入計畫經費，所以加入本計

畫經費後即可達原訂之目標值。 

 

生科系 教師著重於與國內學術單位研

究合作，較少與國際單位洽談合

作事宜。 

鼓勵教師赴國外參訪、演講、參加國際研

討會進行學術研究交流，藉以增加與國際

單位之學術研究合作機會。 

海生所 本所教師有申請科技部計畫，但

未獲補助。 

鼓勵本所教師積極邀請國外學術研究單

位之專家學者來訪、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進行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 

海資所 目前尚無國際合作計畫。 透過參加學術研討會等方式，加強本所之

國際知名度。與特定國家之研究單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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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特定議題建立常態性之連繫，以逐步建立

共同合作研究之機會。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

國際期刊篇數 

商船系 本學系教師與國內學者合作頻

繁，轉而減少與國外學者合作關

係，但仍保持學術交流。 

持續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以

共同發表期刊著作為目標。 

輪機系  加強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刊。 

海生所 本所於 107 年先後有一位老師

離職，另一位老師退休，所以與

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國際期

刊篇數會受到影響。 

本所預計在 108年度新聘 2位具有學術競

爭的教師，以期達到目標。 

應經所 107 年本所教師有多篇國際期

刊，發表的國際期刊中，雖未與

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教師仍

積極進行研究與發表。 

於所務會議中報告今年 KPI執行情形，並

請教師針對本項積極進行。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選送

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

(人數) 

養殖系 學生選擇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

的補助方式和前往之國家均有

其考量，107年度赴國外進行短

期研修（含指標 2-5-1 及 2-5-2）

的學生總人數目標值為 6人，實

際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的人數

也為 6人，但本項人數僅 1人。 

持續鼓勵同學申請各項補助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以提昇未來之競爭。 

生科系 因赴國外費用較高，由學生視當

時主客觀條件決定是否報名學

學校研發處及教學中心有提供各項補助，

除了業管同仁協助公告補助訊息，並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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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系列補助選送赴國外進行短

期研修。 

宣導，本校學海計畫選送學生赴國外短期

研 修 相 關 說 明 網 頁 ：

http://research.ntou.edu.tw/R3/scholarship.htm 

海洋系 受限於學海飛揚獎學金名額有

限，107年度本系無同學申請案

獲通過，甚為可惜。 

鼓勵本系學生持續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

補助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人數)

案。 

地球所 本所碩博士生目前在職生增加，

其中博士一般生人數減少，因此

每年申請次數無法達標。 

須增加一般生人數，協助並鼓勵學生增強

外語能力，並踴躍申請學海系列補助出

國。 

河工系 本系於 107 學年度學生至國外

短期研修情況以非教育補助為

主。107 年度有 30 位學生透過

其他補助方式至大陸地區進行

短期研修。 

本系將持續鼓勵學生至國外進行短期研

修，且若有相關業界單位有提供學生出國

研修之機會，本系也會鼓勵學生多多參

與。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際

學術研討會(人次) 

研發處 106年度本校補助 152人次赴國

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是近

10年最高記錄，107年顯然無法

再刷新記錄，且 107年度學生大

多規劃提早畢業後就業，鑑此，

就學期間擬安排出國參加國際

會議發表論文人數比例減少。 

學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是求學

過程中快速增廣見聞的方式之一，希望教

師們幫忙學生挑選適當的國際會議並鼓

勵學生參與，以增加學生出席國際會議意

願。 

商船系 由於經費以及學生對將來之職

涯發展之認知，本系學生赴國外

進行短期研修不踴躍。 

擬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合作，並協助

該研究生出國參與交流研究。並持續配合

學校政策，宣導學生申請各項出國研修交

http://research.ntou.edu.tw/R3/scholarshi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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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流之補助，鼓勵學生利用這些機會，培養

國際觀，增廣見聞。 

運輸系 1. 107 年度無大學部學生參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故參與人數相

對減少。 

2. 本系招收多名碩班在職生，

相對英文能力較為不足，參加

國際學術研討會困難度高。 

請指導老師鼓勵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研討

會，提昇英文發表能力。 

食科系 碩士班學生有二位原訂歐洲參

加國際研討會，出發前三週發現

研討會大會內容說明不清楚，經

查詢該飯店並無安排舉辦，因此

取消出國發表。 

請系上老師有機會帶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增加學生國際觀。 

養殖系 107年度獲學校補助學生赴國外

參與國際研討會人次僅 2人，但

107 年度本系另獲「第 13 屆中

國(福州)國際海洋暨漁業博覽

會」承辦單位補助，共計 41 名

學生於2018/05/31-2018/06/02前

往參加該博覽會，實際提昇學生

國際視野之成效提高許多。 

持續鼓勵老師能向學校多申請補助讓同

學能赴國外參加國際研討會。 

機械系 原預計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國

際研討會人次，因延後發表而取

消。 

請指導教授多多鼓勵研究生申請補助參

與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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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工科技博

士學程 
106年入學之博一生以修習學

分為課業重心，尚未累積研究

量能。 

因修業規則中規定博士生須投稿兩篇論

文(一篇為 SCI)方能畢業，將定期提醒學

生投稿。 

光電所 因本所學生以碩士班為主，學生

的研究能量稍嫌不足，故本年度

無學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鼓勵學生能努力做研究，多多參與國際學

術研討會，以增加自己的視野。 

教研所 研究生或因工作或因語言問題，

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

數未符預定目標值。 

持續宣傳並鼓勵學生提出申請。 

2-5-1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

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括

短期研修、交換學生、雙

聯學位等) 

地球所 今年經費大多補助學生出席國

際會議，因此無足夠經費再補助

學生赴大陸研修。 

將注意經費之分配，能夠兩者兼顧。 

機械系 本系 107年 5名學生出國研修，

均選擇非大陸地區，故此項目無

填報資料。 

鼓勵本系學生拓展國際視野，出國短研，

並鼓勵學生多元選擇(各國)短研機會。 

通訊系 同學基於經費問題考量後，暫緩

申請。 

公告並告知學校相關政策及補助，並請導

師於班會時鼓勵同學提出申請。 

2-5-2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生赴

非大陸地區研修人數(包

括短期研修、交換學生、

雙聯學位等) 

商船系 由於學生對將來之職涯發展規

劃(多數學生皆於 3年級完成課

業修習後隨即上船時習)，本系

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不踴

躍。 

擬鼓勵本系學生踴躍申請各項出國研修

交流之補助，利用機會與在學時間，培養

國際觀，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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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航管系 本系學生會先以申請教育部補

助之短期研修為第一優先考

量，因為學生希望能以申請補

助金額較多的補助管道作為最

先考量，這樣可以減輕自備金

額。 

系上會再向學生宣導，如果申請教育部補

助沒有通過的話，也可以嘗試申請其他補

助管道，利用在學期間赴國外增廣見聞並

學習新知是難得的機會及體驗。 

運輸系 本系於 107年度因赴大陸交換

的學生人數增加，相對至非大

陸交換的學生人數減少。 

1. 鼓勵學生並將交換訊息公告於系上公

佈欄與 FB。 

2. 學生出國交換心得放置於系上網頁，增

加學生出國意願。 

河工系 本系於 107學年度學生至國外

短期研修情況以大陸地區為

主。106年度有 30位學生透過

其他補助方式至大陸地區進行

短期研修。 

本系將持續鼓勵學生至國外進行短期研

修，且若有相關業界單位有提供學生出國

研修之機會，本系也會加強公告、宣傳，

並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通訊系 同學基於語言能力與經費問題

考量後，暫緩申請。 

公告並告知學校相關政策及補助，並請導

師於班會時鼓勵同學提出申請。 

資工系 1. 學生多受限於經濟因素，較少

主動參與國外短期研修。 

2. 本系學生近年多參與校外實

習以及準備研究所考試，因此

出國研修人數較少。 

1. 多宣導學生境外研修與學習補助資訊，

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2. 增加海外姐妹校課程資訊的能見度，提

高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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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訪

問人數 

商船系 由於學生對將來之職涯發展規

劃(多數學生皆於 3年級完成課

業修習後隨即上船時習)，本系

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研修不踴

躍。 

擬鼓勵本系學生踴躍申請各項出國研修

交流之補助，利用機會與在學時間，培養

國際觀，增廣見聞。 

海洋生技 

博士學程 

本學程博士生李宜珍原在日本

長崎大學研讀雙聯學位，因 106

學年度申請退學，所以今年無學

生出國遊學。 

修正本項定義及目標值。 

地球所 本所學生出國多以出席國際會

議為主，本類之活動多以博士班

學生較有機會參加，目前本所博

班學生人數不多。 

鼓勵碩班學生爭取此類活動之參加機會。 

海資所 學生申請出國交流人次少，大多

參與國內之學術研討會。 

鼓勵學生申請短期研修或交換，以及至國

外參與研討會交流訪問，並由本所補助出

國之交通及住宿費，鼓勵學生至國外發表

研究論文。 

教研所 研究生或因工作或因語言問題，

赴國外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人

數未符預定目標值。 

持續請指導教授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出

國遊學、交流。 

2-7 海外實習人數(含申請教

育部學海築夢獎學金之各

學系海外實習) 

商船系 近年航運公司逐年減少學生實

習名額，致使學生能夠參與進階

實習的機會亦減少。另育英二號

為全台灣所有海事學校的實習

船，每年僅能提供本系一梯次實

積極尋求其他管道、其他方式的實習機

會，諸如這次的大連海事大學育鯤輪與武

漢理工實習船。另外，亦努力使現有的實

習管道增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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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習機會，原定 76 名學生全數上

船，礙於本年度實習時間與署修

時間衝堂，因而僅剩 56 名同學

照原定計畫上船實習。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商船系 英文已經屬於大家共同的第二

外語，英文檢定已算是同學對於

自我英文程度的一種認證，故許

多同學在入學前就考過英語檢

定。 

鼓勵同學踴躍報考，以追求更精進的成

績。 

運輸系 本系大一生多在高中時已參加

英文檢定且達學校所訂的英文

門檻，故 107年度大一生報考人

數少，造成未達所訂之目標。 

鼓勵學生可在大學時期再次英文檢定讓

分數提昇，以增加未來就業競爭力。 

海生所 本所為招收碩、博士的獨立研究

所，並無大學部，因為大專院校

已將英文檢定列為畢業門檻，所

以招收之研究生通常在大學時

就已考過英文檢定，因此除非學

生認為對於未來升學或是工作

有幫助，才會再去報考其他的英

文檢定。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英文檢定，並將英文檢

定資訊提供給學生瞭解。 

海洋系 同學反映校園多益場次不多，時

間不見得能配合，且英文畢業門

檻 若未符合本校英語能力檢核

本校每年舉辦 2場校園多益考試，參加校

園多益考試之成績，將由教務處直接匯入

教學務系統，同學們無需至教學務系統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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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標準者，同學可於選課期間，自

行上網選修零學分「英文精進」

課程替代，故同學們報考英文檢

定之意願不高，低年級同學亦不

夠積極。 

入成績，亦無需檢具成績正本至系辦公室

認證。 

海資所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學時期通過

英文檢定考試。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名，另也鼓勵

通過英檢之學生向更高階挑戰，所上也對

報考英檢及通過英檢學生設有獎學金鼓

勵。 

文創系  於每學期初加強宣傳報考事宜。 

海洋政策碩

士學程 

本學程未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僅

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定，以加強

自身的英語能力。 

1. 持續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定，並提供欲

報考同學諮詢和引介相關資源。 

2. 於課程中融入英文教材，增加學生接觸

機會及興趣。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商船系 此學年參與英檢考試人數較往

年少僅有 105人，通過人數為 80

人，約為考試人數八成，與往年

相同。 

鼓勵同學多多參與英文相關課程，預計設

立獎勵機制以引導同學增進自我語言能

力。 

運輸系 由於 107 年度英文報考人數僅

105人，故通過人數無達成預訂

目標。 

鼓勵學生可在大學時期再次英文檢定讓

分數提昇，增加報考英檢人數。 

海生所 無研究生報考英文檢定。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英文檢定，並將英文檢

定資訊提供給學生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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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海洋系 同學反映校園多益場次不多，時

間不見得能配合，且英文畢業門

檻 若未符合本校英語能力檢核

標準者，同學可於選課期間，自

行上網選修零學分「英文精進」

課程替代，故同學們報考意願不

高。 

本校每年舉辦 2場校園多益考試，參加校

園多益考試之成績，將由教務處直接匯入

教學務系統，同學們無需至教學務系統輸

入成績，亦無需檢具成績正本至系辦公室

認證。 

海資所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學時期通過

英文檢定考試。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名，另也鼓勵

通過英檢之學生向更高階挑戰，所上也對

報考英檢及通過英檢學生設有獎學金鼓

勵。 

材料所 因大部分學生於大學時期無加

強重視，以致外語程度能力落

後。 

將積極鼓勵學生修習本校開設相關之英

文課程以提升其語文能力。 

光電所 本所學生因在研究上頗為繁忙，

故在報名與準備上心態較為保

守。 

持續於相關會議中強調英文重要性，並鼓

勵同學報考，藉以增加自己本身的英文能

力。另外，也將邀請外籍人士專題演講，

藉以刺激同學學習。 

海洋政策碩

士學程 

本學程未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僅

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定，以加強

自身的英語能力。 

1. 持續鼓勵學生報考英文檢定，並提供欲

報考同學諮詢和引介相關資源。 

2. 於課程中融入英文教材，增加學生接觸

機會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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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養殖系 原先開設大四(為期六個月)之

「水產養殖產業實習」課程因實

習單位本年度無提供名額，所以

停開一年。 

107 年度會持續接洽實習單位提供實習名

額。 

機械系 原預定 1062 開設之[產業實習]

課程，因學生實習未分發成功，

未開設該課程。 

本系積極聯繫相關產業，鼓勵學生參與企

業實習。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商船系 航運公司逐年減少學生實習名

額，致使學生能夠參與進階實習

的機會亦減少。另育英二號為全

台灣所有海事學校的實習船，每

年僅能提供本系一梯次實習機

會，原定 76 名學生全數上船，

礙於本年度實習時間與署修時

間衝堂，因而僅剩 56 名同學照

原定計畫上船實習。相關企業公

司所提供的名額不足，無法提供

足量的名額供學生實習。 

積極尋求管道、爭取各企業公司提供足額

的實習機會。 

機械系 原預定馬來西亞實習人數因故

減少。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實習。 

資工系 本屆大四優秀學生主要以課業

為重，並以申請提前畢業為目

標，1071 學期已有 4 名成績優

異學生申請提前畢業。 

實習徵才訊息除了在本系網頁公告外，並

加強社群公告及學生電子郵件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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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通訊系 107年度因大三、大四學生為準

備研究所考試，願意到企業實習

意願較低，因此實習人數較預定

人數少，但是增加了全學期實習

人數。 

除鼓勵同學參與企業實習外，並辦理實習

心得分享會，讓同學更加了解實習的目的

及優點，增加同學參與實習的意願。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通訊系 107年度因大三、大四學生為準

備研究所考試，願意到企業實習

意願較低，所以僅找了 4家企業

提供學生實習。 

1. 辦理企業實習說明會，讓同學充分了解

實習的目的。 

2. 辦理企業實習分享會，提高同學參與實

習意願。 

3. 107年度因同學實習期間表現優秀，目

前已有企業有意願提供本系學生全學

期/全學年實習。 

光電所 本所產業合作案皆於去年結束，

所以今年度產業結盟數為 0。 

鼓勵本所老師積極尋求產業合作機會。 

教研所 配合教育部遴選教育實習機構

辦理集中實習政策，未簽訂新的

實習合作學校。 

未來配合教育部集中實習政策，未來將調

低目標值。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海生所 本所無創業課程，所以無修課的

學生。 

鼓勵本所老師開授創業課程。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

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數 

海工科技博

士學程 

兩位產學合作生預計 1072 完成

論文。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商船系 本系學生今年校外性競賽減少

原因，係因系隊女排與女籃參與

人數減少，致使未能組隊出賽。 

擬鼓勵同學多參加系隊，除培養運動體能

外，另可凝聚系上團隊之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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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生科系 1. 同學未組隊參與。 

2. 校外競賽的資訊不夠多，學

生參加比賽經驗不足。 

1. 加強校外比賽資訊曝光度。 

2. 由教師鼓勵同學組隊參與競賽，以同學

課堂中既有的研究專題為比賽內容。 

通訊系 目前系上實作部分偏向控制系

統，且實作需花費較多金錢，未

來將鼓勵通訊方面也加入實作，

並協助爭取各項設備經費。 

鼓勵教師及同學多參與各項校外競賽，爭

取榮譽。並於經費方面，盡力提供協助。

若有獲獎，則於公開場合(如全系聯合班

會)予以表揚，提高同學榮譽心。 

教研所 未有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持續鼓勵學生組隊參加教育相關競賽。 

師培中心 未有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持續鼓勵學生組隊參加教育相關競賽。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論文總篇數 

運輸系 有部份老師於 107年底投稿，尚

未被接受，無法計算於內。 

於系務會議鼓勵教師發表論文。 

經管系 本系成立不久，但目前已有兩篇

論文在出版中，尚未刊登。 

鼓勵教師積極投稿論文，以達預定目標

值。 

海資所 因本年度適逢教師退休，新教師

待聘；另其餘教師發表尚在審核

中，未正式發表，故期刊發表總

數較低。 

鼓勵教師踴躍投稿，並鼓勵未來新進教師

積極發表期刊論文。 

海工科技博

士學程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程自 106

年開始招生，第一屆新生目前為

博士班二年級，仍以修習學分為

課業重心，尚未累積足夠研究能

量可投稿研究論文。 

畢業規則中要求每位同學至少一篇 SCI

及一篇 EI論文，將定期提醒學生投稿。 

教研所 本所教師或因兼任行政、或因教

學 工 作 忙 碌 ， 致 投 稿

SCI/SSCI/TSSCI期刊篇數偏低。 

請老師們持續努力投稿 SCI/SSCI/TSSCI

等相關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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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文創系 未發表相關論文。 請老師積極投稿相關期刊。 

海法所 本所教師雖多有投稿於各類期

刊，但收錄於

SCI/SSCI/TSSCI/THCI/EI中之

論文篇數仍有不足。 

未來仍鼓勵教師多投稿，以提昇本所研究

能量。 

共教中心 106年度本中心教師研究論文目

標值實際總篇數為 5 篇，由於

107年度中心教師相關投稿中論

文計 1 篇。故執行情形略顯落

後。 

本中心將積極鼓勵教師投入研究及投稿，

望能於108年度提升執行進度研究論文目

標值。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經管系 本系教師之 SSCI 文章仍尚未

公開。 

加強學術研究領域品質。 

文創系 未發表相關論文。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金

額 

商船系 本系近年來專任教師退休 4位，

皆已聘任教學型專案教師補實，

擬可能致使本系於研究發表上

有所影響。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舉辦

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師分享教

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

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精進之目

的，以提升本系教師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

業公司合作計畫之意願。 

輪機系 本系近年來專任教師退休數位，

皆已聘任專任教師補實，將盡可

能的提升本系於研究上的發表。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作，並舉辦

教師成長分享座談，藉由資深教師分享教

學與研究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

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精進之目



363 

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的，以提升本系教師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

業公司合作計畫之意願。 

海生所 本所計畫總件數超越，計畫總金

額距離目標差 7,470,324 元，礙

於在此年度一位老師離職，另一

位老師退休，影響目標值。 

本所預計在 108年度新聘 2位具有學術競

爭之教師，以期達到計畫總金額為 5000萬

元的目標。 

食安所 食安所為新系所，目前仍致力於

將體制更臻完善，日後會朝預定

目標努力。 

會進行所務會議討論，請所上老師撰寫計

畫，並著重於海洋相關研究。 

海洋生技系 本學系兩位專任教師均為新進

教師，負責本學系必修科目，教

學負擔較重，所以 107 年研究計

畫較少。 

 

海洋系 本系 107 年度執行計畫件數合

計 12 件，與 KPI 值相符，計畫

總金額約 998萬元，與原訂 KPI

值僅 2萬元之些微差距。 

本系將持續鼓勵系上老師，加強爭取科技

部計畫及民間企業委託之建教合作計畫，

以使本系年度計畫執行總件數，達到近五

年之研究計畫平均件數以上之水準，並擴

增委辦計畫之規模及經費總額度。 

海工科技博

士學程 

學程師資由工學院下各系所老

師支援，海洋相關計畫詳各系所

資料。 

 

通訊系 本系 107 年度因高健淇老師離

職導致教師人數減少，雖然計畫

於系務會議時鼓勵老師盡量爭取計畫外，

同時系所也提供部分配合款，提高教師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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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總金額略下降，但計畫總件數仍

稍有增加。 

取計畫及經費之意願。 

光電所 本年度本所教師申請計畫不順

利，故總體計畫案件及總金額減

少。 

108 年度本所多位教師已送出科技部申請

計畫，鼓勵老師能積極申請農委會及建教

合作計畫。 

教研所 海洋相關計畫件數符合目標值，

惟總金額未達標準值。 

持續鼓勵老師踴躍申請海洋教育相關計

畫。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食科系 專利數量未達標準，但是技轉金

額超過指標。 

目前尚有專利預計申請中。 

鼓勵新進教師產學合作，增加專利申請及

產學技轉的能量。 

海生所 實際目標值之專利件數是 0件，

故無技轉金額。 

鼓勵教師提出專利申請、技術的轉移與增

加廠商互動的機會。 

光電所 專利審查時程通常須經數年，時

程難以掌控。有部分申請案仍未

核定，或核定時間不定，造成預

估差異。 

未來將在會議中鼓勵老師對研究成果提

出申請案，所上也將通過會議紀錄或辦

法，對教師申請維護專利相關費用，一律

支持分攤，無須以個案批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