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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至 110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主軸 

教育理念 

本校做為綜合大學，既應全面關照，兼重科技與人

文、理論與實務、地方與全球，發展本校特色如下： 

學生：在全人教育理念下，培養現代公民素養和專業

能力，並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教職員工：在充滿活力與互助的環境中，持續強化本

職學能，做出專業貢獻。 

學校：提供自由開放的學習環境，成為具有優良品質

及品格的高等學府。 

地方：樂於尋求與本校合作，分享共同發展的果實。 

國家：因為本校的人才培育、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

而更富裕繁榮、享譽國際。 

教育目標 

秉承「誠、敬、勤、新」校訓，培育敬業樂群、創新

精進和擅長領導與管理的專業人才。 

在此教育目標下，重視學生下列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之培養： 

基本素養 

誠：誠意正心、關懷群己， 

敬：敬始慎終、崇法尚禮， 

勤：勤勞務實、樂觀積極， 

新：新猷舊業、擇善而從。 

核心能力 

應用理論與實務的能力， 

整合科技與人文的能力， 

管理心智與生活的能力， 

實踐負責與盡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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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至 110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主軸 

校務發展

綱領 

106 至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的六大綱領如下： 
一、組織規模化 

學位班學生人數維持在國立大學的適切經營規模

約 8,000 人，並持續加強新校區之建設與利用。 
二、教研卓越化 

師資方面持續鼓勵教師升等、進修；教學方面繼

續向教育部爭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研

究方面有感於近年來教育相關徵件著重於整合

型、全校型、課群型之團隊計畫，積極爭取校外

其他資源，主動邀集相關領域教師參與計畫，以

擴大師生受益的規模，激發教師社群對於教學創

新之精進。 
三、發展多元化 

維持理工、電資、管理、客家研究、人文與社會

及設計等六個學院，另規劃學院間相互合作關

係；維持高教與技職雙軌招生，以彰顯綜合大學

之多元性。 
四、產學協進化 

振興本校與產業密切合作的傳統，落實產學合

作，使績效高於全國國立大學平均值。 
五、交流國際化 

改善校園國際化環境、逐年增加國際學生、海外

僑生及姊妹校，多管道擴大本校師生與國際人士

及社群的實質交流與合作。 
六、資源充裕化 

一方面持續爭取教育部調高本校年度預算教學研

究補助額度，一方面致力於逐年提高學雜費及其

他五項自籌收入，充裕本校教學、研究和服務所

需，並維持本校財務健全。 

校務發展

策略 

一、提升組織效能，強化校務體質 
二、擴充教育設施，綠色優質校園 
三、強化教學品質，發展教學特色 
四、改善研究環境，提升研究能量 
五、匯集智慧資本，建構產學合作 
六、推動倫理教育，培養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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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發言人：化學工程學系/吳豐智老師》 
二坪山好客坡、好漢坡及淑女坡需要維護，以確保師生出入

之安全、舒適及美觀。 

問題二                《發言人：能源工程學系/張祐維老師》 
一、每所學校(小學至大學)，每個鄉鎮，都在談特色，什麼是特

色？ 
二、聯合大學的特色是什麼？能建構出什麼特色？ 
三、嘗試看看： 

1. 聯大八甲地處山脊，苗栗市最高點，高處多風，是地理環

境使然，應善加應用，創造出聯大特色，風力發電大學，

(配合太陽能發電)。風能與太陽能示範大學。 
2. 理一館與理二館間道路，一路通到圖書館，再到學生餐

廳，中間分隔島可善加利用，請各學院，或各系設計代表

作品，(請學校適度補助建造)，好的作品保留，覺得不好

再改良。如此可全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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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發言人：華語文學系/何照清老師》 
一、請問學校對華語中心未來的規劃與期望？ 
二、請問學校將給予華語中心的支援或資源？ 

(與問題七合併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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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發言人：能源工程學系/黃明輝老師》 
一、名之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但規劃範圍只有五年，頂

多是中程而已！希望能先有一節專門講長程如 10 或 20 年之

預期目標，再來做五年的中程規劃，最後才是短期的一年細

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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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願景：成為「醫學工業大學城為終極目標」，此目標是否合

宜值得全校探討。本校除校長之外，沒有其他人有相關背

景，顯然此領域是內有劣勢外有威脅。即便有台北聯合醫院

的強力支持，畢竟校長是苗栗聯合大學的首長。若以「校務

發展策略」的 SWAT 分析來看，此擴充方向，完全不符合校

務長期發展的六項策略。但基於求新求變的想法，若能取得

全校的共識與有效的推動，個人樂見其成。 
三、 教育理念的五條內容，其中第四項「地方：樂於尋求與本校

合作，分享共同發展的果實」是以地方為主詞，與其他句子

以本校為主詞不同。本校不能把他人的行為當成我們的理

念，建議此項應改為「地方：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分享共同

發展的果實」 
四、 校務發展綱領二、教研卓越化：「教學方面…；研究方面有

感於近年來教育相關徵件…教學創新精進。」前一句話已經

講完教學，後面研究部分怎麼又出現教育相關徵件？是否筆

誤？或是此句也應該屬於教學部分，研究部分漏列了？ 
五、 校務發展綱領三、發展多元化：這裡面沒有醫學相關系所的

建置！這跟「醫學工業大學城為終極目標」不相符。 
六、 校務發展綱領五、交流國際化：國際化首要目標是我們的學

生的國際化，資源應多放在這部分。除非是專班或華語授

課，否則招收國際學生是吃力又賠錢的事。 
以下所言以「105-109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為參考： 
七、 校務發展策略一：「落實組織再造，健全校務體質」較適合

歸屬於防禦性策略，應進行合併或縮減規模等，另外在 p.15
也提到「（2）配合社會與產業需求調整院系所」。但是近年
卻持續擴張一級單位、增設學院；內文中沒提小院合併、大
系減班等關鍵議題。完全不符合防禦性策略的發展方向，顯
然不符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這種自我矛盾的規劃，顯然
是在迴避敏感性議題。整個「中長程發展計畫」提到約十次
的跨領域整合，如此細分科系學院也不利於跨領域整合。未
來數年裡，本校將面臨大量的退休潮，應該就此機會，擬定
長期的系所整併方案，逐年轉移師資與生額。在 p.21 裡，中
期目標已經說明要做「檢討師資移轉之可能性」，期望能盡
速落實此項策略。 

八、P.56 校務發展策略三、強化教學品質，發展教學特色（二）

方案及工作重點 1.持續推動評量制度，增進教學效能（1）落

實教師評鑑，提升教師專業素養：整段文字迴避一個關鍵問

題：「教師評鑑通過率 100%、滿分者約占 1/3」！P.57 的教

學評量也是迴避絕大多數課程評量分數在 80 分以上，既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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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優良教師的能力，也沒有診斷不良課程的能力。假如真

的如此優秀，則本校不需要再講強化教學品質了！繼續玩假

的評鑑與無效的評量，就不會有真的教學品質的改善！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裡不敢面對這問題，改善就遙遙無期了！ 
九、P.58~P.60 裡講很多東西，但多數是以前做的成就！例如「課

程整合、發展特色實驗室及中心」，許多做過了，但沒再繼

續推廣的都可以縮減或刪除。這裡是「發展計畫」，應該多

講未來要推行的方向！ 
十、P.59 起：遠距教學已漸漸被線上課程(如磨課師課程)取代，內

容重心應改寫。其次本校執行這些新式教學法或設備的使用

課程數或師生人次是否有統計？成效如何？應該要有適當的

成效評估。例如建置多年的「微型教室」究竟錄過多少課程

的教學影片？使用學生人次有多少？學生反應如何？沒有這

些數據，無法證明這些事應該繼續做下去。 
 校務發展策略四、改善研究環境，提升研究能量：本校近

幾年刪除科技部計畫抵免授課時數的規定，實質作為就是

使研究環境更不堪！為了促進整合型計畫所推行的聯合實

驗室則是有名無實，沒有優勝劣敗的競爭機制，毫無建

樹。教師評鑑中，選擇以研究為主的，並沒有獲得任何優

惠，卻要面對更嚴苛的標準。著作獎勵金年年減少。整體

而言，本校的措施都與此發展策略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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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發言人：電機工程學系/陳美玲老師》 
請問人事室，新進老師、學生，教職員對新進老師、新進學

生態度很不好。我發現人事室會對職員做訓練，但卻有訓練到職

員的心，職員對學生態度、對老師態度不好。現在已發現有問題

了，應該趕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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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            《發言人：語文中心/程小芳副教授兼主任》 
一、請問二坪校區產創大樓的空間規畫為何？目前只有語文中心

留在 7 樓及 9 樓，可否有機會參與空間規畫？可否給予更多

教學空間？ 
二、校方對外語教學設施的資源分配為何？ 

84 年至 87 年間建置的設施已無法使用，可否有經費更新？ 

 
 
問題七                  《發言人：華語文學系/鄂貞君老師》 

關於華語中心發展 
可與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東亞學系)的中文系建立交流計畫，提

供獎學金或住宿補助，使外國中文系學生能以短期就讀或扺學分

的方式前來聯大華語中心、學系就讀。 
 

問題八                《發言人：機械工程學系/陳石法老師》 
目前學校大概與一些特約醫院的關係，可以造福師生的健

康。請問校方可以和桃竹苗的一些商店簽特約商店嗎？例如在八

甲校區旁的餐廳，和該餐廳沒有特約，無法提供本校師生優惠，

可以和其簽特約，造福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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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九            《發言人：材料科學工程學系/吳芳賓老師》 
區域合作，博士學程可以合作，所有老師都是合聘，有參加

種籽教師合聘，我們盡力對高中職學生招生，很多高中職老師不

太認識我們聯合大學，教務處很辛苦的辦理此活動，細節方面，

具體建議針對高中職、苗栗高中職老師，例如辦理營隊給高中職

老師。學生填寫志願通常都是老師，希望增加對本校的好感，希

望能增加予高中職老師好感。 

 
 
問題十              《發言人：課外活動指導組/許進吉組長》 

八甲校區生活機能改進計畫，”Mensa Project”，學校充實教

學研究，行政硬體大樓，這幾年可以看到，但這些大樓並沒有考

慮到學生課後之餘可以停留的地方，學生下課後也只能離開學

校，回到宿舍，八甲完全留不住學生，到了寒暑假，其生活機能

更差，吃飯都有問題。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有問題，八甲校區將無

法前進。 
建議：建立一座似活動中心大樓，一樓是美食街，同時也附

有社團空間之大樓。座落在八甲校區正中央，處在圖書館、電資

院、理一、理二大樓中央，活絡校園，凝聚師生在八甲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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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一          《發言人：文化觀光產業學系/林本炫主任》 

建議撥部分經費，對進修部上課教室進行清洗，甚至粉刷，

改善上課環境。課桌椅有損壞者，建議加以整修。 

問題十二              《發言人：能源工程學系/陳律言老師》 
建議盤點及量化解析本校之經費、員額、制度，如何配置以

「由下而上」支持原設定之校務發展策略。明白列出那是已分配

好的資源，那些是校級、院級可用以創造誘因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