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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系列一：
臺灣大學學術副校長
陳良基

頂大創新 
貢獻經濟 

日期 工作項目 承辦

105/3/1-3/31 10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繳費報名(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105/3/8 10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公告第1~7類學群錄取名單及第8類學群通
過第1階段篩選結果(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105/3/9-3/11 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報名(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3/9~3/15 10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報名 技職司綜合企劃科

3/10~3/17 105學年度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技職司綜合企劃科

105/3/16 10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3/16、3/18 105年度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申辦說明會 高教司教育品質及發展科

105/3/17 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公告第一階段(學測、術科成績)篩選結果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3/17、3/19 新世代高教藍圖工作坊 高教司教育品質及發展科

105/3/25-105/4/24
（週五、六、日）

10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大學醫學系辦理第8類學群第2階段面試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105/3/25-105/4/24
（週五、六、日）

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大學校系辦理指定項目甄試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105/3/30 105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發售簡章(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4/11（暫定） 高教創新論壇暨創新計畫申請說明會 高教司綜合企劃科

105/4/13 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寄發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通行碼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4/20 10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錄取公告技職 技職司綜合企劃科

105/4/28 10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大學醫學系公告第8類學群第2階段面試錄
取名單(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105/4/28 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大學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甄選總成績單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4/22 106學年度公私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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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高教司‧技職司105年3、4月份重要活動

Mar. 2016
原高教技職簡訊

NO.7

備註：

1.本填報表係預告次月份重要活動，請以科為單位填列所管重要業務活動。
2.本次請填列104年1、1月份重要活動事項，並請於104年12月31日下班前送回高教司5科。
3.如有相關問題，請洽5科楊貴棻小姐（分機：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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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學 學中作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15歲開始的探索與成長

15歲，是青年正要探索生涯的開始。

校園除了提供知識上的學習，還可以提供什麼不一樣的沃土，

讓每顆種子找到自己的發光之道？過去十年來，

由高職、技專校院、企業三方共同組成的產業攜手專班，

已讓三萬名學子，在作中學、學中作的環境下，

畢業後順利與企業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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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一個實作力比學歷更重要的年代。 

知識，讓一個人有機會從跑道外，站上

起跑線競爭，但決定輸贏的關鍵，卻是能力。

它的定義包括：可以實作、擁有執行力、以及

面對挫折的正向態度。

企業競爭，需要善於創新研發的思考之腦，

但也需要務實精準的實作之手，兩者兼具，才

能驅動成長。過去幾年，技職司致力推動「產

學攜手合作計畫」，讓教學與企業實務對接，

不僅提升學生實作力，也為臺灣越來越短缺的

基層人才缺口，找出緩解之計。

15歲的探索之路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串連起高職、技專校

院、企業或職訓，以一條龍方式，讓就學到就

業一氣呵成。參與產學專班的學生，從 15歲

開始，就比其他學制學生，有機會更早在實作

中探索自我。

有別於一般學制，他們的讀書、實習反覆交

錯，除了校內老師，一路皆有業師在課堂、產

業端協助教學，對實作更加熟悉。

他們也更早定向，從高職一路到大專，皆在

同一個領域磨練，當中有許多人在大學階段，

即在企業內擔任要職，惦惦發光。

他們的抗壓也可能比同齡的學生還要強，從

17、18歲開始實習，很早在高度社會化的企業

現場，領會競爭壓力、懂得與不同世代的職人

長輩相處。因為穩定度高，在企業相當受歡迎。

過去 10年來，這群人成為臺灣各產業越來

越熱烈擁抱的對象，累計近 3,000家企業，與

各大學院校合作產學攜手專班，培育了超過 3

萬名擁有即戰力的實務人才，默默撐起臺灣產

業競爭力。

本期封面故事，我們走訪其中四所科技大學：

正修科大、中華科大、明新科大、龍華科大，

報導他們在產學攜手計畫下，如何灌溉臺灣下

一代實作人才。

新欄位登場

從這一期開始，我們在欄位內容上也略作調

整。「國家講座主持人」是學界廣受推崇的殊

榮，因此，從本期開始，我們將推出「國家講

座主持人」系列報導，透過報導讓更多人理解

他們的貢獻或影響。

這期我們專訪了臺灣大學學術副校長陳良

基，他先後獲得第 13與 16屆「國家講座主持

人」殊榮，能兩度獲獎堪稱極少數。除了傑出

的研究，他對臺灣、乃至全球科技產業的貢獻

與影響力都很巨大，是少數學術與實務兼具的

傑出學者。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謙沖待人與無私的氣

度，值得許多後進學習。

本期另一篇推薦文章是，從經濟貢獻的角度

來審視頂尖大學對臺灣產業的貢獻，或可幫助

各界了解頂大的技術研發，是推動產業前進不

可忽視的力量。

在實作中探索自我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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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8 10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公告第1~7類學群錄取名單及第8類學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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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9-3/11 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報名(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高教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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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結構變化、網路科技興起、學習

需求的轉變，全球各地的大學學院也承受各

種龐大壓力。面對不確定的未來，該如何因

應？專門為大學機構提供線上學習諮詢與解

決方案的 The Learning House公司，創辦人兼

執行長陶德．席波（Todd Zipper）歸納出美

國高等教育的重要趨勢，也可作為臺灣各大

學的未來發展參考：

1 能 力 本 位 教 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興起

能力本位教育的特色在於，學生可依據自

己的學習成果進行評量，學生必須證明已經

學會課程所需的某種知識或技能，便可繼續

下一階段的課程，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學制，

每位學生必須一視同仁的花費相同的時間才

能完成課程（例如一學期 4個月的課程）。

能力本位教育特別適合擁有豐富工作經

驗、但過去並未取得學位的在職生，他們可

因此省下不必要的時間浪費，依據自己的需

求學習，同時也可降低學習成本。美國總統

歐巴馬在 2013年的演講時曾特別提到，採用

能力本位教育學習，學生愈早畢業，就能少

付一些學費。

如今有愈來愈多學校願意嘗試能力本位的

學習制度。以美國為例，兩年前嘗試採用能

力本位制度的學校僅有 52所，2015年已經

達到將近 600所。

2 與網路開放課程平台合作

隨著網路開放課程平台愈來愈受歡迎，大

學也開始思考合作的可能性。喬治亞理工學

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與美國網

路開放課程三大平台之一 Udacity合作，推出

資訊工程碩士學位線上課程，這是美國第一

個線上碩士課程。

此外，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與另一家網路開放課程平台 edX

合作，某些開放課程可以抵學分，但需要支

付學費。

3 學習營與非學位學習大受歡迎

針對特定技能而舉辦的學習營，例如專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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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等教育
5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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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資訊工程背景人士所開設的程式設計工作

坊，課程時間短，學費也較便宜，近年來也

相當受歡迎，這也將是未來大學學院拓展收

入來源的管道之一。

4 提供高中生提前選修大學課程的機會

為提早爭取優秀的學生加入，同時縮短學

習時間、幫助學生減少學費負擔，部分大學

開始嘗試提供高中生選修大學課程的機會。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與幾所高中合

作，學生可以在平常上課期間、在自己所就

讀的高中校園，選修大學課程，教授課程的

師資則是由高中學校老師或西維吉尼亞州立

大學教授負責。課程總時數為 30小時，學生

進入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之後，只需要 3年

的時間即可畢業取得學位。

5 大學與企業合作開設課程有增無減

星巴克與亞歷桑那州立大學的合作，引發

媒體高度關注。2015年，美國星巴克宣布，

所有員工（包括兼職）可申請亞歷桑那州立

大學 4年的線上學士學位課程，亞歷桑那州

立大學提供的獎學金將負擔 42%的學費，其

餘 58%的學費將由星巴克負擔。員工每完成

一個學期的課程，星巴克便會撥款補助學費。

星巴克這項措施，不僅提升企業品牌形象，

成功贏得消費者和員工的心，同時也讓亞歷

桑那州立大學有穩定的學生來源，為大學與

企業創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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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5年 500億計畫即將轉型，後頂大計

畫的經費爭取，將是今年各頂尖大學的重點

業務。尤其在後頂大計畫中，「發展國際化

特色」更成為審核重要指標。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在一月中公布 2015-2016最

佳國際化大學，在前十大榜單中，亞洲國家

表現不俗，囊括近三分之一名次，分別是香

港大學第 3名、澳門大學第 6名、新加坡國

立大學第 9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機構指出，全球最佳大學

往往其國際化表現也會比較好，但如果要選

出「最國際化」的大學，THE依據的指標分

別是外籍教職員比例、國際學生佔比、出版

的論文中，至少須有一位外籍共同作者的佔

比等三大指標，最後評選出位於中東的卡達

大學，該校以英語、阿拉伯語雙語授課，近

幾年在 THE的世界大學排名中，表現不俗。

在這份榜單中，THE總共排名了 800所大

學，事實上，它也直接反映出一個國家輸出

高教產業的能量，整體而言，以英國的大學

表現最佳。

2016，誰是全球最國際化大學 ?

 科技能力是所有學生的必備能力

1996年，前蘋果電腦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接受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訪問時提到，資訊工程應

屬於博雅教育（liberal art）的一部分，「我

認為，科學與資訊工程也是屬於博雅教育；

每個人都應該知道如何在生活中使用與熟悉

這些知識，」賈伯斯繼續說道，「這些知識

不應該只有少數 5%的人知道，每個人都應

該學會，而且達到一定程度的熟稔。」

20年後的今天，賈伯斯的理念有了實踐

的可能，位於美國緬因州的貝茲學院（Bates 

College）是最好的案例。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貝茲學院將於 2017年

推出「數位與電腦運算研究」（digital and 

computational studies）課程，除了基礎的程式

設計之外，還包括許多跨領域的課程內容，

例如如何運用科技分析文學文本，或是運用

資料視覺化工具分析化學。

在國內，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設立的「數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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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atar University 卡達

2 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盧森堡

3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

4
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瑞士

5 University of Geneva 瑞士

6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門

7
ETH Zurich –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urich

瑞士

8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瑞士

9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

10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英國

11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奧地利

12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紐西蘭

12 American University of Sharjah 阿聯酋

14 Maastricht University 荷蘭

15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versity 阿聯酋

16 University of Basel 瑞士

17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

18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國

19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英國

20 King’s College London 英國

21 University of Essex 英國

22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英國

23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國

24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英國

25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洲

26 Curtin University 澳洲

27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28 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
沙烏地
阿拉伯

29 École Polytechnique 法國

30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國

最國際化的大學TOP30

內容碩士學位學程」，也是基

於相同的理念，整合新聞媒體

與資訊工程兩大領域，培養數

位內容人才。

如今各個領域都需要運用

資訊工程相關知識與技能，並

不限於理工科技或新聞傳播學

院。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每個人

都必須成為寫程式高手或電腦

專家，而是了解基本的科技技

術，進而懂得在各自不同領域

善用這些科技工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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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People

陳
良基，現任臺灣大學學術副校長，

曾獲選第十三、十六屆國家講座主

持 人， 他 是 國 內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領域第一位土博士，也是臺灣重要

的電機工程學者，研究專長在數位訊號處

理系統與視訊 IC，是全球數位視訊架構先

驅，並榮獲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

會院士肯定。

40年的科技研究歷程，陳良基不管在學界

或業界都是翹楚，擁有超過 420篇學術著作

和 21項美國專利，也曾經協助近百件技術

移轉及 2家新創公司上市，個人研發成果技

轉權利金總額超過新臺幣 5千萬，是各界推

專訪「國家講座主持人」系列一：
臺灣大學學術副校長陳良基

企業最推崇的技轉王

高教創新3月號  內頁.indd   10 2016/3/7   下午5:36



   1110   January 2016

崇的技轉王，對臺灣科技產業發展具有舉足

輕重份量。

陳良基創造了許多第一，根據國家科學

委員會（現為科技部）發行的《工程科技通

訊》報導，他是臺灣第一位拿到計算機輔助

設計的博士，成立國內第一個涉足 DSP（數

位訊號處理機）IC設計研究室，成功完成國

內大學設計的第一顆超大型積體電路晶片，

促成設立國家晶片設計製作中心，奠定培育

IC設計人才基礎，並領先國際開發出 H.264/

AVC編碼 IC。

長時間著眼於影音媒體發展，當市面上數

位相機主流產品還停留在 200萬畫素，廠商

便運用他的技術開發 300萬畫素，後來全球

300萬畫素有 2成都是運用陳良基實驗室的

技術。

回顧過往，陳良基的學術歷程見證了臺灣

科技業的興衰，因此，當他感受到臺灣科技

業從 2000年過後，漸漸失去活力，產官學

對前瞻研究的投入越來越少時，心中感觸頗

深，因而加深他扎根校園的決心，更積極投

入產學合作與創意創業觀念傳授，期望藉此

協助臺灣產業找到另一波高峰。

產學合作是產業升級的一大動力

1956年出身在雲林農家，陳良基笑說，在

鄉下的生活影響了他一輩子，他從小眼前所

見與學到的觀念是人要吃稻米，就要有人去

翻土、播種、插秧與割稻，還要留下品質好

的稻苗做為下次播種的種子，人們才會一直

有稻米可吃，他認為這是維持人類生存的一

個循環、生生不息的生態系統。

對此，陳良基也笑說，他沒想到小時候在

農村的生活對他影響如此深，他覺得自己比

現代都市孩子幸運得多，「現代都市孩子吃

到的白米飯、蔬果都是從超級市場來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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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真實體會維持生態系統對發展的重要。」

長大後，從小根深蒂固的生態系統觀念逐

漸在陳良基的學術研究中發酵，他從碩士班

做研究就認為，任何科技研究跟種植農作物

一樣，各有生命周期，也一定要能夠做出產

品讓人們使用，並讓人們覺得滿意，甚至能

讓研究者把現有產品遇到的問題、不適用當

成另一個研究的種苗，繼續研究，進而創造

更多、更不一樣的科技研發，即使是前瞻研

究也是如此。

陳良基談起他 1993年到美國 AT&T貝爾

實驗室進行訪問研究，貝爾是全球數一數二

的研發實驗室，最著名的是發明了電晶體，

他指出，「在那裡每個研發團隊都在想自己

的研究要如何落實在人類生活中，如何改變

世界，即使是諾貝爾獎得主研究員也是同樣

想法。」

當時，陳良基參加的是數位影像電話研究

團隊，對後來的智慧型通訊裝置有一定的影

響性。在美國訪問一年，陳良基親眼見證貝

爾實驗室不斷在幫產業做研究、cook產品，

雖然有許多計畫一直在失敗，「但他們認為

失敗是正常的，不試就沒機會，每個人都不

斷在嘗試新方法，」陳良基直言，那段歷程

更堅定他想從事產學合作的信念。

訪問貝爾實驗室，陳良基獲得了正向的震

撼，同時間，陳良基也談起了另一段反向衝

擊。陳良基曾經擔任過工業研究院電子所所

長 2年，接觸過近 4百家臺灣企業創辦人與

高階主管，發現臺灣廠商的 ODM、OEM能

力很強，但礙於現實環境與經營理念的不

同，臺灣企業對於新產品研發的投入資源佔

比很少，這絕對會阻礙臺灣的科技產業發

展。

從校園出發，落實生態系統觀念

從小建立的生態系統觀念，加上兩段正反

向的衝擊，讓陳良基決定重返校園，從改變

學生開始做起。回到臺大後，陳良基開始致

力於推動校園創新、創業，在 2007年設立

創意創業學程，課程內容包涵創業行銷、管

理、財務、藝術與創意設計等，首開從跨領

域角度培育具有思辨能力的未來企業家。

2015年，在陳良基主導下，臺大更進一

步成立創新設計學院，以設計思考為教學

出發點，為臺灣創業教育注入全球最新學習

趨勢，深受臺大學生喜歡。陳良基指出，創

立學程的目的除了幫助學生建立生態系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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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更期望藉由學生帶動老師與實驗室投

入，創造校園的創業氛圍。

不過，陳良基也坦言，剛開始推動時，

也遭受了不少阻力，不少教授都認為學術並

不適宜與金錢掛勾，陳良基卻告訴大家，金

錢多寡不是重點，而是學術研究不應該只是

paper，應該成為產業生態系統的養分，技轉

只是方法、過程，重點在於學術研究能否實

現，並貢獻於社會，幫助人類進步。

推動創意課程之餘，陳良基也積極投入產

學合作，他指出，過去 40年間，臺灣因為

半導體、IC等高科技產業興起，促使科技發

展越來越複雜，人員分工也越來越細，導致

許多前瞻研究者沒有資源，也沒有力氣去再

去思考如何應用，產與學之間才會拉開了距

離，但產與學本就是一體。

重返校園，出任臺大學術副校長，陳良

基積極協助各領域師生投入產學合作，至今

已有頗多成果，例如已產出 4件千萬元技轉

金的產學合作案，也有上億的醫學相關合作

案，及 3家 100至 200萬美金資金挹注的新

創企業。

實施農耕式教育

從事教育工作 35年，良師興國是陳良基

經常勉勵自己的一句話，他希望學生離開他

的課堂、實驗室之後，都能成為對社會有幫

助的人。他也始終秉持著農耕式教育的理念

來教導學生，他認為學生就像稻田裡的種子

一樣，各有天賦，老師不能揠苗助長，而要

幫助學生扎好基本功，扎得越深，長得越好。

從農村出身，從農村獲得的養分，成為陳

良基做研究、教學的啟蒙，也讓他即使已經

獲獎連連，還是一貫的樸實與務實。面對未

來，陳良基也將積極發展臺大車庫的創新創

業平臺，期望為學生創造新機會，為學術創

造新活力，產業創造新發展方向，共創三贏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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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5雖開始發光

在服務業，店長宛若內部創業的小老闆，

要管一家店，從進銷貨、財務、招募與人才

管理、社區經營，樣樣都得精通，可說是全

方位的銷售經理人，培育起來並不容易。

宋昱賢目前是正修科大流通服務業專班的

大四生，但早在大二時，他就考取全家便利

商店的店長資格，雖然還有半個學期畢業，

Feature
Story

產學攜手計畫：15歲開始的探索與成長

作中學．學中作
十年前開始，有一股力量，嘗試重挽臺灣技職教育中，曾經高度受到肯定、也最被信

賴的實作力。

十年後，在默默耕耘、鮮少敲鑼打鼓地宣傳下，這股力量積蓄了龐大能量，讓越來越

多企業，重新擁抱技職教育的價值；也讓更多等待被琢磨的孩子，提前找到發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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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家便利商店的正職工作已等著迎接他。

相較於同齡學生害怕失業率，他對自己的未

來，不僅有方向、也有能力支持他，可以走

得很有自信。

中華科大航空維修產業專班大二生吳國

亦，從方曙商工飛機修護科一路念上來，去

年奪得第 45屆全國技能競賽修護職類冠軍。

為了精進自己的修護技術，他在下課後的

晚上或是寒暑假期間，總是留在校內或是與

專班合作航太維修廠，跟著老師傅強化技術。

從高職開始，只要出賽，常常抱得大獎回來。

「我當初就覺得修飛機很酷，真的投入後，

愈來越有心得。」看得出一個 20歲青年，眼

神中提早散發出的光芒和熱忱。

讓 3萬個學生，畢業即就業

從 95年至今，在技職司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下，累計超過 3萬個像宋昱賢、吳國亦這樣

的大學生，散布在各個行業，暗暗含光，如

小水滴般，力圖讓更多人看見技職教育最初

的澄澈使命。

他們分別在高職、或者大學階段，比一般

大學生更早定位自己的人生座標；將近 3千

家企業，他們在產學合作培育人才的基礎下，

找到擁有實作力的未來人才。

教育部統計，「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從 95

學年開辦以來至 104學年度已經實行十年，

累計核定共通過了 449件計畫，開設 774班，

補助經費，也從 809萬上升至 4550萬元，總

額超過 4億 2千多萬元。十年來，參與學生

核定數，從 596名上升到 6031名，成長至少

10倍，受惠學生多達 3萬 4千多人。

創造三贏，產學零距離

教育部技職司司長馬湘萍表示，「產學攜

手合作計畫」，結合高職、技專校院、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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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或職訓中心，透過三或四方的合作，讓學

生所學能對接產業人力，落實技職教育「作

中學，學中工作」的務實致用精神。

為讓學生兼顧學業和就業，教育部共規畫

3合 1（高職 +技專校院 +合作廠商）和 4

合 1（高職 +技專校院 +合作廠商 +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兩種合作模式。採

3+2（高職 3年加二專 2年）、3+2+2（高職

3年加二專 2年加二技 2年）、3+4（高職 3

年加四技4年）或5+2（五專5年加二技2年）

的縱向彈性銜接學制，讓學生擁有彈性學制，

邊學邊做。

「畢業即就業，上工即上手」是產學攜手

專班的兩大特色，由技專校院以「大手攜小

手」的精神，一方面協助高職進行垂直整合，

另一方面尋求廠商合作，導入企業所需的課

程。學生在企業可以學徒制方式實習，透過

實務經驗的職場導師指導訓練，畢業後立刻

上手，讓產學零落差。

教育部規畫專班辦理原則，為技專校院

招生名額總量，每系 (科 )以核定一個計畫

(班 )，每校核定三個計畫 (班 )；高職則以

學校主管機關核定班級為限。每個計畫經費

補助，採高職和技專校院開班第一學年補助

30萬元，102學年度以前核定計畫，技專開

班第一學年補助 50萬元，但各校至少須編列

10%配合款。

呼應產業第一手需求

而為增加專班辦學彈性，學生若念到一半

面臨興趣不足等想離開專班，經輔導機制後

可回到一般班級。

至於開辦種類，以「特殊類科」，或是「嚴

重缺工」的產業為「優先攜手」對象，特別

是政府在當年度欲提倡的新興產業，例如 95

年度的模具、精密加工、航海、航空維修、

半導體以及工業設計；到了 96年則減少工業

設計，改擴大辦理新興產業，如綠色產業、

觀光旅遊、美容美髮等。

其他還包括紡織、服飾、表面處理、綠色

能源、觀光旅遊、生物科技、醫療照護、文

化創意及精緻農業等等。由於辦理成效良好，

合作的廠商逐年增加，從初期的 48家，到了

103年累計超過 2800多家。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高職部分，從 95到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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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開了 540班，核定通過最多的群科是餐

旅群、其次是機械群；最少的則是設計群。

技專校院部分，共核定 392班，同樣以餐旅

群為最多，其次是商管群、再其次為機械群。

而這也顯示出，觀光產業和機密機械產業人

才需求蓬勃發展，所以以服務業為主的餐旅

科、商管科，以及以基礎工業為主的機械科，

專班的辦理意願最高。

透過產學攜手專班，對於課業表現較弱，

但對實務學習卻有高度興趣和潛力的學子，

也打開了另一扇窗。

例如由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高雄

海洋科技大學和中鋼通運等 5家海運公司合

作辦理的「輪機產學攜手專班」，學生經過

實習課程後，不僅有機會升讀國立大學，若

肯努力通過航海人員考試，5至 10年更有機

會當上輪機長。該專班學生畢業後從事海上

工作的比率幾乎百分百，見習生起薪就可拿

5萬元。

還有因應高齡社會，長庚科技大學五專部

加上二技部，結合桃園長庚紀念醫院，開設

「老人照顧管理攜手專班」，學生只要在校

取得老人照顧相關學分及長期照護實習，即

能參與專班甄試，並採「雙師制」進行輔導，

除提供基本工資、也提供打工機會和學雜費

全免的公費生名額。

為經濟弱勢學子開一扇窗

馬湘萍表示，除了縮短學用落差、彌補企

業用人需求外，「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另一

個重要的社會意義在於，讓經濟弱勢的孩子

可以兼顧學習與就業。

就讀產學專班期間，學生於合作企業實習，

皆可獲得津貼補助。在人才高度競爭的市場

下，部分企業甚至提供等同正職同仁的薪資

給專班學生。在經濟弱勢的學生，在一技之

長、就學與就業間，取得三贏。

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學校發展科系特色。

例如，中華科大的航空維修專班，在航太產

業中，已成為辨識度相當高的計畫。

不過，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面臨學子對於

未來興趣、就業性向、以及學習等各類因素

時，仍會出現流失挑戰。

落實選育用留

臺灣產業發展的競爭優勢，在於擁有豐沛

的優質人力，產學攜手計畫是以產業和學校

共同合作培育產業所需人才，因此產業是否

願意投入資源，提供業師、優質實習環境、

設備，以及學生生涯規劃，投入人力物力和

財力，是產學攜手成效的重要關鍵因素。

因此，馬湘萍也表示，產學攜手專班除了

持續透過高職、技專和產業做縱向的整合學

習，未來將朝向簡化班制、加強弱勢就學，

提供補助學費，同時鼓勵企業提供獎學金及

保障就業機會，共創產業發展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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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政策圖解

一、計畫介紹
鼓勵產學攜手打造教學實習合作平台，結合證照制度，培育技術人才能符應產業需求之人

力的質與量，並有效降低青少年失業率。從95學年度推行至今，核定通過計畫之件數有逐

年成長的趨勢。

技職
院校

教學實習
合作平台

合作
廠商

 提供學生升學與就業機會促進技專校院發
展學科本位課程
 提升家庭經濟弱勢學生升學與就業意願
 發揚「做中學、學中做」之實務教育特色

【技職院校】

 穩定產業人力
 培養高素質之技術人才
 彌補重點產業技術人才需求之缺口
 發展以職業性向明確學生就業進路
為基礎之新教育模式

【合作廠商】

產學攜手打造教學實習合作平台，結合證照制度，

培育技術人才能符應產業需求之人力的質與量。

【技職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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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四、合作類型

二、計畫宗旨

● 從高職到科技校院，深

化技術學習，培育人才

● 回應產業，以產業所需

求之技術為開班主軸

● 透過實習、技術養成，

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兼顧

就學與就業

三、適用領域

特殊或嚴重缺工之產業 新興產業 其他產業

 綠色能源、觀光旅遊、
生物科技、文化創意、

精緻農業、醫療照護

 製造業、服務業、農業 模具、精密機械、精
密加工、航海、航空維

修、遊艇、半導體、紡

織、服飾及表面處理

計劃
宗旨

社會正
義照顧

產業人
才需求

技術人
才培育

一、 四合一模式（縱向彈性銜接學制依三合一模式之運作方式）：

 以學校結合職業訓練單位之合作模式，兼顧學校課程、職業訓練及就業。
 高職一年級開辦，實施期程第一年於高職學校上課，第二年同時接受高職課程及職業訓練，

   第三年兼顧就業並完成高職課程。

+ + +高

職
合作
廠商技專

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所屬分署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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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類型

五、辦理原則

二、 三合一模式：

+ + =高

職
合作
廠商二專 3+2

+ + =高

職
合作
廠商四技 3+4

+ + =合作
廠商二技 5+2

+ + + =高

職
合作
廠商二專

五專

二技 3+2+2

 結合高級中等學校、技專校院與產業合作培養技術人才，並得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列為
   合作機關。
 學制規劃及銜接具彈性且兼顧學生升學及就業。
 技專校院以列入招生名額總量方式辦理為原則。
 技專校院每系（科）以核定一計畫（班），每校以核定三計畫（班）為原則。
 高級中等學校申辦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以學校主管機關核定班級為限；高級中等學校之進修學校，

   除採四合一模式申請並經有關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申辦專班。
  每一核定計畫案經費補助方式，採高級中等學校及技專校院開班之第一學年補助新臺幣 30萬元，

   102學年度以前核定計畫，於技專校院開班第一學年補助新臺幣 50萬元，且各校應編列至少 10％
    之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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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合一模式：

歐怡吟 (圖前 )與孫熒伶 (圖後 )在

大三這一年，進入企業實習一年。每

天一早，進入模擬實品 GMP生產的

實驗室動手作，學習食品加工、檢驗

及機械操作等，累積實務能力。

在實習期間，食品科學系

主任許祥純（圖左 1）、講師

蔡錦燕（圖右 1）會定期去訪

視她們，了解學習進度、適

應狀態，或者協助與廠商溝

通，在情感上獲得打氣，也

因為密切的親師互動，師生

感覺就像家人一樣。

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Feature
Story

圖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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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Story

圖片故事

呂盈瑩（圖左 1）為了減輕家計，並且希望

及早累積職場技能，在大學四年期間，皆在全

家便利商店實習，態度認真積極。在她眼中，

超商店員就像十項全能的服務員，既有趣有兼

具挑戰性，大四時，她便考取全家便利商店的

店長資格，畢業後在直營店擔任店長。

吳甲智 (圖左 2)以服務業為志趣，大學期間在漢神巨蛋購物

廣場擔任實習樓管，服務與銷售技巧都很出色，獲主管推薦至

漢神百貨紳士課服務，已升遷為組長，解答顧客問題，親切得

體；呂柏佳 (圖左 1)每天都努力學習百貨職場上所需求的知識

與技能，全力以赴，為顧客服務，在訓期間表現優異，深獲主

管肯定，目前已晉升為課員。

高俊鴻 (圖右 1)大學期間，每一天都憑藉自己

的力量學習技能，完成就讀大學的夢想，依照產學

合作專班企業主華東科技公司的規劃進度，漸進實

作，目前大三就已升遷為助理工程師，也被培訓為

幹部，在模組操作中，感覺相當充實，希望擔當起

公司運轉的螺絲起子功能，畢業後留任，更上一層

樓。

正修科技大學
流通服務專班

正修科技大學
記憶體封測及模組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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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維修產業專班」為學生規劃了完整的生涯道路，因為清楚自己的方向，所以學生對於自己

的未來更為篤定，願意在下課後、寒暑假期間，繼續「自主訓練」，為證照、比賽，以及自己的未

來奮鬥。

維修或製造飛機，皆是攸關生命安全的事，不容任何一絲差錯，老師對於學生的生活紀律及工作

倫理極為要求，透過嚴格的內外兼修，以 3+4模式長期養成的維修人才，受到業界重視。

中華科大擁有數量眾多的軍民飛機、航空發動機，以及各種飛機系統實體設備等，還擁有亞洲最

新且最完整的教育用 A-320全罩式連體飛行模擬機，學生們在擬真環境中養成維修專業。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維修產業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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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案例

中華科技大學
產學合力養成「飛機醫生」

自
2006年起，中華科技大學申辦「航空

維修產業專班」，至今已成立十個班

次，每班 50名學生，此專班歷年來已為臺

灣培育 500名被稱為「飛機醫生」的航太維

修人才。

「在這將近十年間，亞洲航空產業逐漸崛

起，飛機維修人才現今已呈現供不應求。」

中華科大航空機械系系主任呂學育說。

亞洲航空商機大，人才需求旺

根據波音公司的預測，未來 20 年內

(2015~2034)，亞洲區的新機需求佔全球的

37%至 40%(35,560架新機 )，飛機維修人員

的對應需求高達 24萬人，且航空產業是與

全球接軌的產業，在臺灣，包括長榮、華航

等公司為因應日益增加的需求，皆另外獨立

成立維修公司，而臺灣航太龍頭漢翔公司因

24   Jan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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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業務成長，對於維修人才也是需求若渴。

產業趨勢帶動下，國內設立飛機修護相

關科系的高職，已由十年前的 3所增至目前

的 9所，然而目前設有航太機械科系的科技

大學仍只有兩所，分別為中華科大及虎尾科

大。

優質培育，就業道路明確

為培養真正專精技術的人才，中華科大專

班的師資來自民航局、航空公司、漢翔、惠

普發動機公司等主管，以及有經驗與執照的

教師群。設備上，除數量眾多的軍民飛機、

航空發動機，以及系統設備外，還擁有亞洲

最新且最完整的教育用 A-320全罩式連體飛

行模擬機，讓學生能在擬真的動態環境中養

成維修專業，值得一提的是，中華科大早在

十年前，便與德國漢莎航空合作成立維修訓

練中心。

除了提供優質培育條件，專班老師對於學

生的生活紀律及工作倫理極為要求，呂學育

強調，「畢竟維修或製造飛機，可都是攸關

生命安全的事，一點都不能打混。」透過嚴

格的內外兼修，以 3+4模式長期養成的維修

人才，非常受到業界重視。

3+4模式，就是將人才培育觸角向下延伸

至高職。中華科大專班目前針對方曙商工、

大興高中、大榮高中分別提供 15、20、15

名員額，從高職階段就開始訓練有志於此的

學生，現就讀於專班二年級的吳國亦，就是

從方曙商工飛機修護科一路念上來，去年更

奪得第 45屆全國技能競賽修護職類冠軍。

「我當初就覺得修飛機很酷，真的投入

後，愈來越有心得，」吳國亦為了精進自己

的修護技術，他總是在下課後的晚上或是寒

暑假期間，仍留在校內自我訓練，或是跟在

師長身邊學習各種事物，「所以他從高職開

始，只要出賽就一定會抱得大獎回來，而且

原本不擅長的課業，也是次次都保持在班上

前三名。」系主任呂學育說。

企業留人，提供好條件

產學專班緊密串聯學界和業界資源，在高

職階段便安排學生參訪航空公司，並投入企

業提供的實作課程，進入科大後，除寒暑假

實習，大四一整個學年則會在企業進行有薪

實習，讓學生盡早融入職場環境。

呂學育說明，「學生所領的薪資都在最低

工資以上，且現在企業都急於留住人才，像

漢翔公司就提供實習生正式的員工福利。」

中華科大專班甚至曾創下至遠東航空實習的

20名學生，高達 19名轉為正職的紀錄，唯

一不留下來的學生是因為另有升學計畫。

「航空維修產業專班」的開設，不僅符合

國家對於重點產業之一航太產業的擘畫；滿

足了航太業界對於維修人才的需求；更讓許

多年輕學子不再沉溺於人云亦云的悲觀中，

讓他們看到一個值得拚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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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在實作中，提早發光

教
育部自 95學年度規劃推動試辦產學

攜手合作計畫，正修科技大學從一開

始就申請辦理專班，迄今已結訓的畢業人

數達 670人，畢業一年內的平均就業率超過

95%，甚至有的在校生因表現優異，已經擔

任公司主管職務。

正修科大副校長游步平指出，產學專班、

產學訓專班的合作企業包括華東科技、華泰

電子、億光電子、漢神百貨、光陽機車、全

家便利商店、統一集團、王品等共 124家，

歷年來參訓學生歷年來將近 2000名，家庭

經濟弱勢者占 64%，由於提早進入業界實

習，畢業後得以無縫接軌，不但很機會升任

主管，在薪資上，也比正規班大學畢業生高

出約 3000元。

引進業師，雙導師輔導生涯

游步平說明，專班在課程設計上，專業共

通課程、產業需求課程、合作廠商需求課程

各占三分之一。在教學上，設計業師協同教

學的雙導師制度，提升培訓成效。

游步平舉專班畢業生案例說，有兩位來自

問題家庭的學生，因為繳不出助學貸款，曾

經一度放棄升學，正修協助兩人註冊費可分

期付款，並提供助學金穩定基本生活開銷，

兩人透過產學專班培訓，獲取實務技術及管

理能力，不再自卑，其中一位一畢業就獲公

司升遷為生產工程師兼副課長，另一位掌管

3家門市，薪資 5萬元，人生從黑白變成彩

色的。

提前卡位早發光

畢業於中山工商的楊理勝、葉純孝，循產

學攜手合作計畫考取正修電子工程系綠能電

子專班，目前一周當中有 4天在校上課、6

天均於下課後到晚間在華東科技受訓，目前

為大四生的兩人，已是助理工程師。

大三生高俊鴻就讀的是記憶體封測及模

組專班，在大二左右，也已獲華東科技擢升

為助理工程師，認真的工作態度深受主管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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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男肯定。顏榮男稱許正修推動產學攜手專

班，提早為產業培育出「師」級職銜的實作

力人才。

同學兼同事，大家一起拼

鄭家欣、呂柏佳從就讀中山工商開始，一

路到正修流通服務業專班的課程，今年即將

大四畢業。他們兩位不僅是同學，也是同事，

目前身兼漢神巨蛋購物廣場的樓管、課員。

吳甲智則是漢神百貨紳士服務課組長，都

因實習時熱愛工作，表現優異，成為公司重

點栽培幹部，從談吐中已表現出領袖才華。

101學年度畢業的呂盈瑩，早在大學時就

因在全家便利商店實習 4年，取得了店長資

格，由於對會計專業更有興趣，如願轉到嘉

祿工業公司擔任會計，薪資也比正規班大學

畢業生高；三信工商畢業的宋昱賢，同樣基

於想減輕家中經濟負擔的想法，選擇就讀正

修流通服務業專班，充滿服務熱忱的他，大

二考取店長資格，目前仍讀大四，卻已被全

家便利商店預約就業。

「我們不怕失業，我們已經在職場跑道上

起飛了。」半工半讀完成大學學業的這群青

年，是產學攜手專班成果的最佳見證人。

在漢神百貨旗下服務的呂柏佳 (左 )、吳甲智 (中 )、鄭家欣 (右 )，歷練夠，工作認真，已能獨當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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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生產線就是教室

先
有實務工作經驗，讓我比一般學生更

有優勢。」韓佳佃目前就讀明新科技

大學電子系大二，是明新科大與內思高工、

錸德科技合作的「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首批

學生。不同其他同學，他的學習不只在課堂，

而是實際在生產第一線，認識太陽能產業。

由明新科大、內思高工、錸德科技攜手辦

理的「綠色能源綠色電子專班」，100年開

始招生，共招募 50名學生。首批專班學生

103年自內思高工畢業，一半以上進入明新

科大電子系，四年期間在大學學習外，也在

錸德科技工作。

專班負責人、明新科大電子系副教授陳肇

業說，綠色能源是未來趨勢，當初錸德科技

看中太陽能發展商機，想要培養太陽能人才，

因而找上明新科大。對技職體系學校而言，

都希望有更多機會能與產業界合作、爭取相

關計畫，內思高工與明新科大地緣接近，促

成了三方攜手契機。

高三到業界實習  生產線就是教室

學生進入「綠色能源綠色電子專班」後，

高一、高二在校學習，除了電子科本身課程

外，每周會有一天由錸德科技派主管到校授

課，介紹太陽能產業相關知識及技術，明新

科大也會派教授到校，提供專題指導及設備

協助。

高三一整年，專班 50位學生離開教室，課

堂搬到了公司，實際進入錸德科技實習，站

上太陽能模組晶片生產的第一線，學習外觀

檢測等生產步驟。

高職畢業進入明新科大後，專班學生以 4

天為一循環，其中 2天上班、1天休息、1天

到校上課，學習內容除了一般電子系課程，

更多了產業實務課程，由大學和廠商一起規

畫，強化學生進入業界的能力。

提早實習，探索自我

陳肇業說，專班學生因為上課天數少，學

期周數會比一般學生長，一般學生一學期 18

週，專班學生會到 20幾週，務必將學分時數

上滿，不因工作而放水馬虎。專班學生課程

規畫也與一般電子系學生不同，增加了產業

實務課程，每學期一主題，如工程倫理、品

保、產業流程等。

很多人認為，求學階段就該好好念書，工

作是「以後的事」，但時代在變，觀念也需

要翻轉，對於產攜專班學生而言，在業界的

28   Jan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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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丙成

學習反倒成為他們能在人海中被看到的「優

勢」。

韓佳佃說，電子領域涵蓋相當廣泛，就算

進入電子科，也可能不知道自己興趣何在，

就讀專班能實際接觸業界，儘早挖掘自己的

性向，「喜歡不喜歡，都是一種結果」，當

初自己也是抱持嘗試心態進入專班，沒想到

收穫豐富。

比高職生更有優勢

韓佳佃表示，專班學生可以事先在學習階

段就先了解產業內部實務狀況，對學生規畫

未來幫助很大，「可以知道學習和工作可以

怎麼結合」，且到業界能學到很多在校學不

到的事物，畢業後又能延續工作，不用擔心

就業，「比一般高職生更有優勢。」

「能用學生身份去接觸工作，非常珍貴。」

韓佳佃說，不同於畢業後直接以「職員」身

份進到產業，專班讓學生有機會以「學習」

角色進到業界，對年輕人而言是好事，一開

始不會有太大壓力和挫折感，又可以一邊摸

索自己的興趣，家境困難者的學生更可以有

收入照顧自己的生活。

陳肇業表示，若學生未來沒有打算從事研

究，遲早都會進入職場，「早點接觸，更能

確定自己是否適合這條路」，對產業界而言，

也能提早培養、延攬人才，減少產學落差，   

創造學校、學生、產業「三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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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
培育更多僑生為產業所用

東
南亞海外僑生因在當地升學限制多，

適逢臺灣各大學面臨少子化壓力，近

幾年成為臺灣各大學的人才庫來源。產學專

班因為以就業力當號召，更吸引許多僑生報

考加入。包含馬來西亞、印尼、越南，越來

越多僑生受到臺灣產業創新轉型吸引，近年

回台求學人數逐年增加。

由龍華科技大學、莊敬工家攜手東貝光

電所成立的「僑生班─光電科技產專班」，

是產學攜手計畫擴大海外招生的代表學校之

一。

僑生專班，吸引外僑回國就業

由於僑務委員會也同步推動加值型僑生

方案，補助僑生回台攻讀學位，因此特別推

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僑生專班。龍華科大從

104學年度起，攜手高職和產業端，成立「僑

生班─光電科技產專班」，為僑生打造獨有

的學習環境，

以 3+4創造學

習、就業一條

龍的模式。

「從學習、

實習、就業一

條 接 軌， 先

照顧學生升學

和工作需要，

再滿足產業人

力需求。」龍

華科大電機工

程系系主任蕭

志龍表示，臺

灣的光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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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東南亞前面，產業規模相對大，就業環

境也更好，強調專業技能養成的教學方式，

對不少想回臺的僑生家長來說，把孩子送回

來，除了可為未來回臺就業打下基礎，就算

再回到東南亞就業，也能有很好的發展，「肯

定是人人搶著要。」蕭志龍指出。

104年專班第一屆招生，成功招收了 38名

多數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先在莊敬工家就

讀資訊科，學生現在已經高二，在學校學習

基礎電子、電機課程，畢後前夕，則須以輪

調方式，到東貝光電實習六個月，畢業只要

通過資格考試，就能無縫接軌，進到龍華科

大繼續攻讀學士學位。

蕭志龍表示，高職學生進到科大後，大學

四年期間，白天到產業界實習上班，晚上回

到學校上課，同時系上課程也安排業師從旁

指導、規畫，授課，畢業就能擁有四年工作

經驗，文憑也能同時到手。

第二年報名翻倍成長

至於在高職端，則在莊敬工家的僑生班中

開課，透過教師的輔導，專班第一年穩定度

高，第二年招生，學生更是翻倍成長，一口

氣從原來的 38增加到 60名。

莊敬工家資訊科主任張秋蟬表示，學校

對僑生的照顧不遺餘力，不僅每天中午對清

寒的僑生提供愛心便當，且僑生都有認輔老

師，適時的給予關懷及照顧，不少僑生感受

到學校的用心，都推薦自己家人或是親朋好

友來就讀。

目前國內上市上櫃公司對人才需求殷切，

特別是作業員人力短缺，流動率高，透過產

攜專班合作計畫，一方面為產業提供穩定的

人才，而僑生到臺灣來，實習時候可領基本

工資，能一邊工作一邊念書，經濟無虞，畢

業後起薪也能達 30K。蕭志龍說：「學生經

濟無虞，升學和就業穩定度就能跟著提高」，

只要表現良好，就業意願高，企業都能優先

錄用。

在人才高度競爭的今天，不管是大學招

生、企業用人都已進入「人才無國界」的思

維，以僑生為主體的產學攜手專班，將有助

於臺灣吸引更多海外人才來臺就讀、就業。

而一個由多元人才所組成的就業市場，也將

有助於產業成長、刺激臺灣年輕人將工作移

動力的視野拉大至區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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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是前瞻研究的基地，也是引領產業創新的夥伴。

本著追求知識與真理的精神，在隔絕商業壓力下，大學

一直是啟動創新的發源地。他們大膽、堅持不墜的研發，

往往提供一個社會通往未來的想像，過去 9年來，頂尖

大學透過技術輸出，更為臺灣產業與經濟帶來實質貢獻。

32    

頂大創新 
貢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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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亞洲石斑魚養殖重鎮，年產值約 72億，其中 7

成出口海外，高居農漁業外銷產品第一名，目前產地集中

在南臺灣。

成功大學承載協助產業創新的社會責任，協助漁民克服

育苗不易的難題。

由於石斑魚容易感染神經壞死病毒，死亡率高達 6到 8

成，成大研發出可抗神經壞死的機能性飼料，讓魚苗存活

率，由 4成提高至 8成以上，粗估可以為臺灣石斑魚產業

新增 10%~15%的產值。

觀賞魚也是臺灣漁業出口品項，但由於神仙魚的顯色細

胞缺乏粉紅色系的製造機制，多年來各國苦於研發，海洋

大學海洋中心透過基因轉殖，於三年前研發出全世界第一

個粉紅神仙魚，並技轉給企業。

打造亞洲石斑魚重鎮

「農業復興運動」席捲全球，從「農經」到「農金」的思維轉換，即可看見

農業背後的龐大商機。中興大學農業科學領域在世界排名第 65，長期來是臺灣

農業外銷幕後推手。

蘭花為臺灣農業外銷產值第二大，年出口約 1.2億美元，講座教授楊長賢解

密蘭花之美，使蝴蝶蘭較小的唇瓣擴展、變大成花瓣狀，不僅國際注目，更有

助於推升臺灣蘭花在全球的產值。

此外，洋桔梗一年出口產值 556萬美元，楊長賢透過基因轉殖，使洋桔梗花

期從 2週延長到 5週，此一延緩老化技術，降低農民採收後的處理成本、提高

收益，更有助於洋桔梗出口競爭力。

Agriculture業 推升臺灣農產出口值

農

業
漁

照片提供：臺灣海洋大學

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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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計畫打造產業新風貌
交通大學長期來是臺灣科技人才培育基地。5年前以「鑽石

計畫」重新翻轉大學實驗室運作模式，號召大陸頂尖學府及

研究生加入，打破教授獨尊的運作方式。

目前鑽石計畫中，共有醫療電子系統、智慧型記憶體及晶

片系統、資通、光電綠能、環境科技及智慧系統、產業加速

器與專利開發、軍民通用科技、複合物半導體等 8大實驗室

和中心，5年來，吸引超過 70個公民營企業、單位，包括台

積電、聯發科、研華、捷安特、永光化學、中華電信、美商

科林、工研院⋯等支持，投入 8億 6千萬共同研發新技術。

臺灣是全球第3大工具機出口國，年產值9,000億，

高達 1,500家產業聚落主要聚集在臺灣中部。中正大

學前瞻製造系統中心以地利之便，成為世界隱型冠

軍背後，最堅強的研發後盾。

近4年來，技術移轉金額高達4千多萬。在研發上，

不僅與上銀科技、東台精機等世界大廠緊密合作、

培育人才，更共同攜手遠赴日本、德國參展，爭取

商機。

臺灣科技大學營建系教授陳生金所發明的「高韌

性耐震鋼骨樑柱接頭」，在臺灣、美國、歐盟等地

取得專利，已被廣泛應用在國內外 200多棟超高建

物，包含 101大樓在內，是臺科大技轉績效第一名

的專利。

黃兆龍教授的高性能混凝土技術亦被應用在遠東

企業中心、高雄東帝士 85大樓、屏東海生館、臺北

101大樓、南港鐵路地下化工程、高雄衛武營文化

藝術園區等地標性建築，同時受邀參與歐盟 FP7之

SUS-CON永續混凝土研究計畫。

Engineering
隱形冠軍的最佳夥伴業

工

技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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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需有環保支撐，才能永續發展。

位於屏東的「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以保育全世界熱帶暨亞熱帶植物為使命，目前已

成功培育 27,250植物，規模為世界第一，其中蘭科、鳳梨科、秋海棠科、食蟲植物及蕨類

植物的收藏量更是世界之最。

這艘「植物的諾亞方舟」，是由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李家維傾 10年時間打造而成。

2005年李家維構思在臺灣打造熱帶植物保種中心的夢想，2007獲得辜嚴倬雲與台泥企業集

團的支持，共同打造這座植物保育基地。

與此同時，清大生命科學院也同步加入植物保種行動，成立「生物資源保種研究中心」，

為全人類打造第二艘「植物的諾亞方舟」，在一南一北兩大基地串連下，永續地球生態。

Engineering Busines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長期來，臺灣商管教育普遍以國外案例作為教材，導致教學與臺灣產業脫

節。

政治大學從 2007年開始，與個案發行量全球第二名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學商學院（IVEY）共同合作，撰寫臺灣本土優良企業案例，收錄包含台達電、

7-11、HTC、信義房屋、宏碁等優良

企業共 21件個案教材，並透過哈佛

大學和 IVEY之個案發行網，讓臺灣

企業案例進入全球大學的商管教室。

元智大學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

心將大數據應用聚焦於政府open data、

雲端個人健康管理、零售通路精準行

銷、生產線良率、能源管理 5大面向，

並成立產學合作實驗基地，以「零成

本」協助公、民營機構導入相關技術，

並開設大數據課程培育人才。

臺灣企業進入全球商管教室

保種中心世界第一

業
商

保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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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以科技為利器輸出華語文文化

奠定臺灣華語文科技產業島地位

文化與學習產業輸出，象徵著一國經濟的軟實力。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結合基礎語言科學、資工、機電工程等領域，

開發出一系列獨步全球的高科技華語文教學與學習平台，包括字詞

聽說讀寫策略與平台「eMPOWER」、「寫作自動分析與回饋系統」、

「SmartReading 慧讀，會讀」與「SmartPinyin慧聽，慧說」。

臺師大高科技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系列平台不僅應用於全臺灣的中

文和華語文相關系所中心，全球多國國際學校亦同步應用，落實透

過科技促進傳統中華文化傳承的任務。

產業轉型需要更多新創事業，才能活絡經濟。各國政府無不積極鼓勵青年創業。

但創新、創業對臺灣各大學來說，卻是陌生的領域。2008年臺灣大學推出創意創業學程，可說

是開風潮之先。課程內容包羅創業行銷、管理、財務，亦有藝術及創意設計之相關選修課程，首

開從跨領域角度培育未來創業家。

之後，臺大更進一步為有意創業、且具市場潛力的學生團隊，在水源校區成立 NTU Garage提供

工作空間。除了整合校內產學資源，協助創業團隊找人脈、資金，還不定期邀請各領域傑出業師、

矽谷創投業者親自指導學生。至今已提供超過 60個創業團隊進駐，並有多組團隊順利募得資金，

進入市場，包括透過群眾募資、廣為人知的 3D列印團隊 FLUX等，堪稱國內第一個將創業課程，

從上游教學到下游實踐整合得最緊密的大學。

今年，臺大再接再厲，成立一個虛擬的設計學院，以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角度培育多元

商業人才，相信可為臺灣的創業教育注入全球最新學習趨勢。

全球思維，培養未來人才業
創

化
文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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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接軌全球市場

生技醫療是明日產業中的耀眼之星，近幾年頂大相繼投入。

以培育醫生科學家為使命的陽明大學，今年 1~9月在製藥、醫療器材領域授權金額累

計高達 3,690萬。從對抗肝癌的石蓮花藥物開發、牙科三維列印、中央動脈血壓量測到

骨釘⋯等，不斷為臺灣生醫產業注入活水。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藥研究中心從瓜科食材及瓜科中草藥中，開發出「新穎胰島素受體

標靶血糖調控多胜肽」，可以口服或注射、單價較低、無免疫源性等優勢，目前已創造

出 1千萬的技術移轉收益，並獲得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預估最高可創造 1億美

元以上授權金和權利金收入，在新藥成品上市後，預估每年有 10億美元產值。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轉譯中心自行研發的MPT0E028，可抑制癌細胞生長 75%以上，已

通過美國 FDA、臺灣 TFDA的人體試驗許可，最快 5年後上市。以往病人常出現嘔吐、

掉髮、免疫力降低等症狀，在MPT0E028上並未出現。（臺北醫學大學和臺大研究團隊合作研
發的「小分子抗癌新藥 HDAC抑制劑MPT0E028」分別於 2014年 3月和 12月，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和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核准進行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

長庚大學分子醫學研究中心聚焦生物標識研究，建立癌症早期診斷與治療的有效生物

標記，吸引許多國際委託合作，提高臺灣生醫產業的能見度。

中央大學與宏達電共同合作設計的生醫居家檢測系統，透過手機 APP演算與解讀，可

以自行檢測貧血、尿道感染、中風、肺炎、中耳炎等 15種疾病，在人類史上最大醫學競

賽 Qualcomm Tricorder XPRIZE中，擊敗全球 200多支隊伍，入圍全球前 10強，成為東

亞唯一代表。

中山大學所開發出的食安快速篩檢分析技術，平均完成一個分析不到 3秒，從玩具到

油品皆可快篩，今年更進一步以技術入股方式，和指標企業合資成立公司，守護國人健

康。

Biotechnology  
Medicine&

Entrepreneurship

生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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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IN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增列課程資訊

為使各大專校院課程教學資訊更加公開透

明，並便利民眾查詢，以了解大學運作或作為

選擇就學選系之參考，教育部已在大專校院校

務資訊公開平臺（http://udb.moe.edu.tw）新增

課程資訊連結，民眾可透過該連結了解各校各

系所課程規劃、實際開課情況及授課師資等相

關資訊。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已是國際趨勢，目前

國內各大專校院雖已將校務資訊公開於各校網

站，但為提供民眾整體性的資訊及便利的查詢

系統，教育部已建置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

臺。各界可以透過平臺的資訊，了解大學運作

或作為選擇就學選系之參考。

大專校院資訊公開目的在於適度公開學校

重要資訊，讓學校負起績效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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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育部也希望透過資訊公開內容的

績效比較，促進校際間良性競爭，以提升大學

績效，因此教育部將以往定期向學校蒐集的校

務資料彙整後，以網站方式提供便利的查詢管

道，讓各界瞭解各大專校院。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所公開的校務

資訊大致分為「教學」、「學務」及「財務」

3大面向，「教學面」的資訊包含：各校學生

數、畢業生數、延修生數、修校際選課、輔系、

雙主修之人次、教師數等等，並包含最近加入

的「課程資訊連結」。「學務面」的資訊包

含：各校學生宿舍床位、學雜費收費基準、弱

勢學生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學生數等等。「財

務面」的資訊包含各校學雜費收入占總收入比

率、負債占資產比率、流動資產占流動負債比

率、私校舉債指數等。未來教育部仍會以滾動

檢討方式，逐年增加資訊揭露項目，讓學相關

資訊供社會大眾檢視。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http://depart.moe.edu.tw/ED2200/News_Content.aspx?n
=90774906111B0527&s=3919D1345A930060

科技校院 104年教學卓越成果亮眼

教育部自民國 95年起推動獎勵科技校院教

學卓越計畫，在 3期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歷程

上，第 1期（95至 97年）目的在引導學校重

視教學並在制度面做整體的調整及改善以提升

教學品質，第 2期（98至 101年）則著重學

生學習成效並強化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功能，

第 3期（前期為 102至 103年、後期為 104至

105年）除持續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具備就業

競爭力外，亦協助學校發展特色並永續經營，

104年具代表性及特色的具體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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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技大學以「打造三創教育燈塔大學」

為發展願景，架構三創微笑曲線發展藍圖，培

養學生具備「能想、能做、能溝通」之 21世

紀關鍵能力，其成果廣受各界肯定。創意教

育－想得到：專利申請與核准件數，連續 12

年全國第一，學生專利比率 85％以上。創新

教育－做得出：獲頒技職之光，2015年全國

專題競賽，總成績全國第三。創業教育－賣得

掉：2015年龍騰微笑創業競賽首獎，獎金 200

萬元，遠東科技大學已榮獲三次首獎。2015

年科技部 FITI創新創業激勵計畫獲最高創業

傑出獎，獲創業獎金 265萬元。歷年獲獎團隊

由學校輔導成立五家公司，其中陶喜創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已獲德國廠商 6,000萬元訂單，

由 LED PLUS團隊成立的泰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已於 104年 9月 24日進駐臺南科學園區，

達成三創教育目標。

文藻外語大學為全國唯一之複合型外語大

學，全力培育學生成為雙外語跨領域的國際專

業人才，並積極開發國內外產學合作案，在國

內部分，文藻外語大學成為全國唯一與故宮南

院簽訂合作的大學校院，協助故宮南院外籍來

賓之接待及導覽等外語服務工作，第一期共計

13位見習生於 104年 9月份進駐故宮南院，參

與開館及營運之各項外語服務籌備工作。第二

期培訓考核通過的 23名見習生也於 104年 12

月投入各項外語服務工作。在國際產學合作

部分，文藻外語大學也於 105年 1月與泰國規

模最大的連鎖飯店百貨業－中央集團（Central 

Hospitality International, CHi）簽訂合作備忘錄，

此為該集團首度與臺灣的大學校院進行跨國產

學合作。文藻外語大學已選派 8名外語能力優

異的學生至該集團位於芭達雅、普吉島、馬爾

地夫等地的飯店、渡假村實習，擔任櫃臺接待

或餐廳服務等等需要優異外語能力等實習工作

職務，未來也將選送更多實習學生至該集團旗

下之觀光飯店、百貨公司、會展中心等處跨國

實習，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則將就業實習結合大數據

與虛實整合學習，運用大數據概念與技術，開

發「就業面試模擬」系統題庫，首先由學校所

設立的校務研究中心，針對歷年學生就業實習

報告，進行資料分析，接著再由科技教學發展

實驗室，自製面試影音題庫、與開發互動模擬

系統。目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已開發出一套虛

實整合面試模擬系統，並使學生獲得實習機會

通過率從 2年前的 50％提升到超過 85％，有

效協助學生具備實務能力。

104年獎勵科技校院教學卓越計畫已有豐碩

成果，105年各校將依原定 104至 105年兩年

期計畫之規劃與績效目標辦理，推動迄今，在

教育部補助經費及學校經費投入下，各校均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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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進行全校性教學制度面之改革，在技職教育

務實致用的理念下，辦理各項提升學習成效、

強化就業競爭力與發展學校特色之措施且成果

豐碩。

資料來源：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
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7D1DD519E65
F6A97

40,078人增加 6,445人，成長率為 16.08％，更

較 101年學位生 28,696人增加 17,827人，3年

間成長超過 6成（62.12％）。104年大專校院

三類學位生（外國學生、僑生及陸生）當中，

僑生成長了 2,700多人為最多，其次是陸生成

長了 1,900多人。在非學位生方面，以短期研

習、學習華語、交換生等方式來臺的學生共有

63,659人，占所有境外生人數的 57.78 ％。其

中，外國短期交換及研習生 8,501人占 7.72％，

研習華語學生 18,645人占 16.92 ％，以日本學

生最多、其次是美國。而陸生來臺也蔚為風

潮，大陸短期研修生 34,114人占 30.96％。

依境外學生來源國家或地區統計顯示，來臺

正式修讀學位人數前 5名依序為馬來西亞、中

國大陸、香港、澳門、越南。整體而言，東協

10國約占僑外生總數的 39.21％。近年來，馬

來西亞的僑外生人數屢居首位，104年創新高

達 14,946人。此外，就 104年所有境外生人數

而言，印度、香港、中國大陸、印尼及緬甸的

成長率最為顯著，分別為 33.37％、31.40％、

26.02％、23.46％及 18.65％，均高於整體成長

率 17.66％。統計顯示，東南亞國家為我國招

生的重要市場，教育部除積極開拓辦理雙邊高

等教育論壇，104年舉辦了臺越及臺泰教育論

壇外，也補助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9個臺灣

教育中心及我國大專校院於海外舉辦高等教育

境外學生突破 11萬人創新高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發布資料顯示，104年度

大專校院境外學生（學位生及非學位生，含外

國學生、僑生及陸生等）在臺留學或研習人數

總計 110,182人，較 103年度的 93,645人增加

16,537人，成長率 17.66％，境外生占所有大

專校院在學學生人數達 8.27％，成長率及相對

我國學生比率均有提升，顯示我國高等教育輸

出及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政策及措施已有成效。

104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當中，來臺攻讀學

位的有 46,523人，占 42.22 ％，較 103年度的

  國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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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招生宣導活動。104年在馬來西亞、印尼、

泰國、越南等國辦理 8場次教育展，並至馬來

西亞、印尼、菲律賓、緬甸 4國 19個城市舉

辦留學臺灣招生宣導說明會及座談會等，深入

多個東南亞重要國家及城市。為拓展多元境外

生市場，教育部亦籌組國內大專校院赴美國、

日本、蒙古、韓國、印度、香港、澳門等地辦

理教育展或招生宣導活動。此外，亦舉辦臺

匈、臺紐、臺大阪教育論壇，增進雙邊教育行

政機關及學校人員的交流與合作。

促進教育國際化、打造臺灣成為東亞高等教

育重鎮，推動「高等教育輸出 -擴大招收境外

學生行動計畫」，兩大主軸為「精進在臺留學

友善環境」及「強化留學臺灣優勢行銷」。

在宣傳留學臺灣方面，教育部積極補助高等

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籌組大專校院團參加亞太

APAIE、美洲NAFSA、歐洲 EAIE及全美外語

教學協會ACTFL年會等四大國際教育年會，

強化國內外學校交流，增進交換師生、雙聯學

位等實質合作關係，提高我國高等教育品牌曝

光度及知名度，並推廣留學臺灣網站、SIT臉

書粉絲團、善用Youtube，以及辦理多項國際

學生專訪、趣味文章或影片徵件、問卷調查

等，並補助部分學校於海外設立「臺灣教育中

心」，協助辦理各項宣傳留學臺灣、學華語到

臺灣及華語文測驗等活動。

此外，教育部菁英來臺留學計畫持續與東

南亞國家中央及地方政府合作，推動迄今，共

有來自越南、印尼、泰國等國 844位菁英來臺

就學或受訓，104年在泰國暹羅大學成立 ESIT

資料中心，首次獲邀於外國學校設立該計畫中

心，同年並邀得緬甸仰光大學校長等 3人首次

訪臺，該校於 101年重新開放並為緬甸首屈一

指的知名大學。菁英來臺留學計畫 105年將進

一步開發與柬埔寨、緬甸及寮國的合作契機。

在精進留學友善環境方面，教育部近年來持

續鬆綁僑外生法規、擴大提供獎學金、推動境

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大專校院國際

化品質視導機制試辦計畫、友善臺灣─境外學

生接待家庭計畫等。並積極宣導勞動部「僑外

生留臺工作評點制」，鼓勵優秀僑外生畢業後

留臺工作及實習，配合當前育才、留才、攬才

及用才等重要政策，增進相互了解、建立情

誼、善用我國培育的境外人才，增加產業競

爭力、及提升我國大專校院教育品質與國際

化程度，並厚植國際移動力。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
54DDA8&s=FEAB840E5EF4E49C

本月推薦影音
QR Code掃描：
肯．羅賓森：如何逃出教育的死亡谷

https://youtu.be/61NysQsWc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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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名句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結合高職、技專校院、產業界或職

訓中心，透過三或四方的合作，讓學生所學能對接產業人力，

落實技職教育「做中學，學中做」的務實致用精神。

──教育部技職司司長馬湘萍

學術研究不應該只是paper，應該成為產業生態系統的養

分，技轉只是方法、過程，重點在於學術研究能否實現，

並貢獻於社會，幫助人類進步。

──臺灣大學學術副校長陳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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