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項計畫一】

多元課程革新 落實創新教學
報告人：課務組 邱南星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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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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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邏輯思考與程式設計課程，提升大學生邏輯思考與
運算能力。

 推動實作型微學分課程，培養學生創意與實作能力。

 建構多元外語學習環境，強化學生國際觀。

 發展深碗型契合式學程，提升學生務實致用能力。

 藉由跨領域教師社群，推廣創新教學、翻轉教育，並透
過跨校的交流與合作來提升教師教學能量。

 建構特色人才培育中心，提供多元的人才培育環境與教
學空間。



分項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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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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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1：確立實務學習檢核機制，落實教學品保
校級基礎核心能力檢定

─ 外語基礎核心能力檢定 (10種外語檢定)
─ 就業能力檢核(累計就業力點數)

院級
─ 各院基礎核心能力會考

系級
─ 系課程規畫書經產業界認證
─ 修畢系上認可之契合式學程(系上+跨系學程)



子計畫1-1確立實務學習檢核機制，落實教學品保
量化指標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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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預計值 達成值
學生通過外語能力檢定比率 20% /年 20%

學生通過院級會考比率 75% /年 75.75%

應屆畢業生修讀專業學程之修畢比率 89%/年 95.07%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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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2：厚植學生多元基礎能力

 發展學生共同基礎能力
─ 開設邏輯思考與程式設計相關課程-列為院必修課程
─ 6週「基礎邏輯」：統一教案以銜接高中職課程
─ 12週「專業延伸」：依照領域進行主題式教學

 跨領域學習與應用能力
─ 透過實作型微課程體驗跨領域學習
─ 學生可跨科系修讀學程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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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2：厚植學生多元基礎能力

 推動創意實作型微學分課程
─ 以文藝設計、工藝設計、程式應用、生活科技為主軸
─ 開設結合專業設計具有作品產出之課程

107年度目前已開設27門，如下表：
107年度創意實作型微學分課程 開課列表

會場規劃催化劑-氣球創意設計 機械手臂於服務業之應用 金工時尚飾品製作 木造模型製作

航空客艙服務-下午茶篇 用microbit 學遊戲設計好好玩 創意套餐實作 鋰電池實作

掌上型遊戲機貪吃蛇製作 創意凝膠美甲實作 人工智慧機器人 空拍影像製作

我的音樂_編曲與混音 利用浮雕創作我的影像作品 Line 生活 家具創意設計

互動電玩-老鷹抓小雞 桌遊Show me the Money 大學升網紅 文創木製筆實作

義大利手工麵糰製作 媒體 X 創意 X APP 實用商品攝影 創意套餐實作

3D臉部表情動畫製作 創意生活小物設計與製作 英文小劇場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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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2：厚植學生多元基礎能力

 發展多元語言能力-英語不再是唯一修讀選項
─ 發展多元外語學習環境，強調日常口語及文化認知

1.歐美外語課程：英、法、德、西、俄文
2.亞洲外語課程：日、韓、越、泰、馬來

 辦理多元文化交流活動
─ 遠距視訊教學(美國姊妹校阿帕拉契州立大學、以及

泰國 、越南、北京當地大學)、外語文化交流、異國
美食體驗 、跨文化協同教學

 職場專業英語
─ 專業英語課/學程、教材、認證、教師教學社群



子計畫1-2厚植學生多元基礎能力
量化指標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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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預計值 達成值
修讀邏輯思考與程式設計能力相關課程總人數 570人 /106學年度 623人

修讀跨域學習課程學生數 3,300人 /106學年度 5,713人

開設實作型微課程 35門/年 27門

實作型微課程學生修課人次 700人次 /年 674人次

學生中文閱讀寫作能力提升成效 30% /年
預計12月
統計完畢

學生專業（職場）外語能力提升成效 30% /年
預計12月
統計完畢

每年開發多元外語評量題庫種類 2種 /年 1種

職場專業英語證照考照通過率 20% /年 10%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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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3：厚植學生多元基礎能力
 以學院為核心，發展深碗型契合式學程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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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3：厚植學生多元基礎能力
 以學院為核心，發展深碗型契合式學程

─ 目前經業界認證轉型為契合式學程共51個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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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3：厚植學生多元基礎能力
 提升學生職場實務經驗

─ 培育優質競賽團隊
106學年度參賽257組，獲獎141組，獲獎率為54.86%

─ 推動就業型重點證照
106學年度全校取得乙、丙級張數為2,564張

─ 精緻化校(海)外實習課程
1.106學年度實習人數占應屆畢業生55.82%
2.106學年度參與學年實習留任率34.32%
3.擴大學生海外實習國家至新加坡、日本、法國



子計畫1-3強化學生實務能力
量化指標統計表

13

指標名稱 預計值 達成值
應屆畢業生修讀專業學程之修畢比率，以學習進入職場
所需具備專業能力 89% /106學年度 95.07%

全面提升學生實務與實作能力-提升學生獲得專業證照 2,400張 /106學年度 2,564張

全面提升學生實務與實作能力-培育學生參與團隊競賽
獲獎率 45% /106學年度 54.86%

應屆畢業生透過校內媒合相關專業產業之廠商實習比率 62% /106學年度 55.82%

全校創新創意創業相關課程 75門 /106學年度 78門

修讀創新創業課程學生數 3,200人次
/106學年度

3,767人次

參與創新創意創業相關活動人次(如Ustart計畫、師生
專利申請及相關校外競賽及展演等) 450人次 /106學年度 497人次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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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4：發展並推廣創新教學模式
 發展多元課程，鼓勵翻轉學習

─ PBL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持續推廣PBL互動式特色教學，與中原大學、大華
科技大學、成功工商進行交流。

─ OCW開放式線上課程
1.105學年度起每學期辦理數位教學成果發表會，

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分享經驗，並提供校內師生
得獎數位教材成果觀摩。

2.至106學年度，本校已完成15門線上開放式課程。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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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4：發展並推廣創新教學模式
 教師社群共學，跨校結盟共好

─ 校級教師社群
1.ISW微型教學、PBL問題導向教學、OCW開放式

課程教學、外語教師教學、ESP專業英語教學社群
2.106學年度持續與明新科技大學、大華科技大學、

元智大學、中原大學及致理科技大學合作，辦理
「跨校微型教學技巧工作坊」及教師研習活動。

─ 系級教師社群活動
教學研究會(觀課回饋)、本職能教學社群(教學精進)



子計畫1-4發展並推廣創新教學模式
量化指標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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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預計值 達成值

採用創新教學模式之教師數占所有教師數比率 35% /106學年度 38.49%

修讀創新教學課程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人數占所有修讀學生
數比率 30% /106學年度

預計12月
進行統計

修讀PBL課程的學生比例 15% /106學年度 17.78%

電子平台課程教材上網率 95% /106學年度 98.20%

自編數位教材件數 60件 /106學年度 60件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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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5完善學生輔導機制，營造友善校園
 學習輔導

─ 各項學習預警與輔導
106學年度期中預警輔導日間部為14,231人次，
共輔導13,463人次，輔導比率達94.60%。

─ 完善TA制度
1.106學年度TA輔導學生共計41,001人次。
2.106學年度辦理4場TA工作坊，滿意度為4.39分，

並邀請他校傑出TA至本校經驗交流分享。
3.106學年度，學生對於教學助理的輔導及課業上

的幫助，整體滿意度達4.33分(5尺度)。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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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5完善學生輔導機制，營造友善校園
 學習輔導

─ 課後輔導
106學年度學生成績進步率平均為82.49% 

─ 考前駐點輔導
106學年度考前駐點輔導共536人次，滿意度達

4.53分(5尺度)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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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5完善學生輔導機制，營造友善校園
 生活輔導

─ 培養CH-Leader品德養成營隊

─ 健康安全輔導

─ 新生學前輔導

106學年度新生參與率達97.99％

─ 租賃訪視輔導

107年度學生賃居訪視輔導564人次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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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5完善學生輔導機制，營造友善校園
 職涯輔導

─ 職涯探索輔導、就業媒合管道、畢業流向追蹤

1.辦理職涯分享講座、就業輔導講座、辦理校園

徵才活動，校園徵才初步媒合率為94.49%

2.畢業滿1年、3年、5年流向調查比率為89.15%

▲ 職涯分享講座 ▲ 2018校園徵才活動



子計畫1-5完善學生輔導機制，營造友善校園
量化指標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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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預計值 達成值

學生對TA輔導之平均滿意度(滿分5分) 4.2分 /106學年度 4.33分

課後輔導成績進步比率 82% /106學年度 82.49%

新生學前輔導參與率 大於(含)90% /年 97.99%

辦理賃居專題演講場次 2場 /年 2場

職涯分享講座場次 2場 /年 2場

就業輔導講座滿意度 4.5分 /年 4.59分

校園徵才活動辦理場次 1場 /年 1場

校園徵才初步媒合率 94% /年 94.49%

畢業滿1年、3年、5年流向調查情形(包括填答比率) 85% /106學年度 89.15%

畢業生企業雇主滿意度 大於(含)8分 /年
預計11月
統計完畢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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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建構特色人才培育中心
 創藝中心

─ 推動跨領域知識的應用與實作
─ 設計及開設微課程(空間、環境、設備、師資)
─ 舉辦各式培訓活動(研習、體驗營、工作坊)

▲微課程、各式培訓活動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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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建構特色人才培育中心
 電商人才培育中心

─ 研發新零售營運模式，並培育專業人才
─ 營運電商平台(GoHappy電商平台)
─ 開發新零售課程、證照與相關競賽
─ 產官學合作關懷地區產業
─ 建置新零售經營團隊(直播網紅團隊)

▲ 2018全國新零售大賽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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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建構特色人才培育中心
 智能自動化類產線

─ 培育工業4.0的專業管理人才
─ 辦理各式研習活動，並參與相關競賽
─ 課程導入智能自動化

▲ 智能自動化類產線專業增能研習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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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建構特色人才培育中心
 WOOD MOOD木工坊

─ 打造木工技藝發展中心
─ 辦理各式研習活動
─ 成果推廣與交流

▲車枳研習營 ▲成果展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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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建構特色人才培育中心
 餐旅實習基地

─ 全方位餐旅專業人才
─ 辦理各式研習活動，並參與相關競賽

▲鐵板燒專業實務訓練 ▲ 2018 健行好棒盃



子計畫1-6建構特色人才培育中心
量化指標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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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預計值 達成值

舉辦創客實作工作坊活動場次 10場 /年 9場

每年參與創客實作工作坊學生人數 200人次 /年 180人次

參與電商研習活動教師比例 40% /年 40.96%

舉辦電商全國性競賽活動場次 2場 /年 1場

有關於智能自動化類產線相關議題導入課程數 2門 /年 2門

木工坊融入課程並辦理相關成果展 1場 /年 1場

辦理餐旅成果展場數 1場 /年 1場

辦理全國餐旅技能競賽 35組 /年 41組

參與國際性餐旅技能競賽學生獲獎率 64% /年 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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