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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 營運計畫 

1. 教學目標 

(1)實務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 

本校為科技大學，除延續本校以培養實務能力之教育特質

外，將配合社會及產業界對高生產力之高級人才之需求，妥為規

劃課程，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並以實用且具執行能力之技術人

才。本校各系所皆設有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之規劃及審核，為

使學校課程能與社會脈動結合，全校必修課程每年檢討及修訂 1

次、選修課程每學期檢討及修訂 1次，適時調整授課方向及內容，

以期培養出適應工商業界需求之學生。 

(2)鼓勵教師實施網路教學，營造 e化教學情境： 

積極推動優質數位學習內容建置與應用，以強化學習之深度

與廣度，同時營造 e 化校園氛圍，建構多元化的教學、研究學習

環境。此方面特訂有「學生選讀遠距教學課程實施準則」、「網路

教學實施準則」、「網路教學實施作業規範」及「數位教材製作及

管理辦法」。 

(3)為鼓勵本校教師熱心教學，持續改進教材教法，訂有「傑出教學獎

設置辦法」，獎勵教學優良教師，由各系所學生選舉該系所專業科

目及通識、體育課程教學優良之專任教師若干名，再經系、院、校

教評會遴選產生。經校長於公開場合頒發「傑出教學獎」加以表揚，

以提昇教學、研究，並激勵教師之教學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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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化英語能力之教學，以提昇國際競爭力： 

A. 本校於大學部新生入學時實施英文能力檢定測驗，依其測驗成

績，英文課程分為高級、中級及初級三級教學。 

B. 實施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制度，訂定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C. 為使教學內容更加多元及培養全球英語溝通力，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及興趣，將大二共同必修「進階英文閱讀與聽講練習」課

程修訂為「多元英文」系列課程。 

D. 為延長學生學習英文時程，自 104 學年度起開設大三共同選修

「專業職場英文」系列課程，目前已有 17 系並承認作為跨系所

專業選修學分。 

E. 為促進本校教學國際化，培養學生具國際觀，提昇學生外語能

力，訂定本校「教師以中英雙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鼓勵教師

以中英雙語教學方式開授課程。 

F. 訂定本校「學生外語能力檢定獎勵實施要點」、本校「學生免修

英文課程實施要點」、本校「學生申請抵免英文課程實施要點」，

策勵同學自持精進，積極參加英檢測驗，使本校培育之學生更

具外語能力，以適應未來國際化之趨勢。 

(5)打造產學同步場域，落實技術扎根教育： 

為建立「實務致用」之技職特色，特訂定「技術扎根教學實施

辦法」，將工廠型實驗室結合技術扎根等深耕技能計畫，培育專業

技術人才，縮短學用落差，並提供跨專長、跨領域專業整合學習機

會，與產業攜手建立雙方專屬合作與人才支援的機制，培育學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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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多元職場所需能力。 

(6)從課程學習到實作展現的創新創業能力培養： 

為推動本校創新創業教育，特籌組跨院系之「希望園丁」創

新創業種子教師團隊，前往全球創新創業教育排名第一的美國

Babson College 進行培訓，以協助規劃、推動與執行本校創新創

業教育。此外，為落實學生創意點子，本校除將通識教育創新創

業向度列為全校必修外，進一步提供跨系所之多元進階課程，如

創業管理、設計思考等，並定期舉行跨校、系所競賽，輔以產官

學研業師指導，以創造良好的創新創業學習環境。 

(7)培養學生跨域知能，符應業界潮流與需要： 

A. 調高學生畢業學分數之「跨系所選修學分」上限為 15 學分，

且學生須完成跨領域學習始得畢業。 

B. 本校各系均規劃出「第二專長模組化課程」供外系同學修習，

學生可利用本系所承認之跨系所學分數來修讀第二專長學

分，並於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註明所修讀第二專長名稱。 

C. 實施「跨領域專題」，大學部學生修畢二年級課程後，得修讀

他系專題實作類課程，藉以培養學生跨領域溝通、問題解決與

實作整合等能力。 

D. 彈性放寬學生修讀跨系所學程、輔系、雙主修之資格，採「事

先登記」及「事後審核」之作業方式， 讓同學事先評估選擇

有興趣、有能力可以完成學業之學程、學系，修畢應修科目與

學分後，於畢業之當學期申請取得學程、輔系、雙主修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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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2. 研究目標 

(1)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本校設有研究發展處，負責全校性之學術研究推動，未來 1年

將繼續加強工程、管理、人文及設計技術之研究開發，並對我國現

階段國家重點產業及經濟建設所面臨之問題作實務行之研究與探

討。本校與產業界密切結合，加強學界與企業界之交流，除為提升

本校之研究水準外，更期望能實質改善國內產業界之各項關鍵技術

問題。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政府機關之專題研究計畫案，過去 1年執

行良好，對本校學術研究水準再提升甚有益處。 

(2)國際化之學術交流合作： 

本校積極推動各項國際化方案，與世界各地優秀大學簽訂合作

協議書，持續推動本校各單位師生進行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邀請

國際知名教授來訪講學、辦理各項國際學術研討會、推動國際聯合

學位與國際聯合研究並鼓勵學生短期交換研修，以促進國際間之學

術交流與合作。 

本校過去 5 年合作協議學校數由 94 所提升至 373 所，分佈於

44 國，出國交換生人數自每學年 30 人成長至 225 人，每年約以 35%

的幅度成長；近 5年簽訂雙聯學位協議之國際知名大學由 1所增至

10 所；自 102 年度起推動雙聯研究，補助件數由 8 案增至 16 案；

另共延攬 213 名國際講座教授於本校進行授課與研究合作。面對未

來國際化的挑戰，本校將以集中資源，深耕具有發展潛力學校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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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交流與合作關係，深化本校國際產研能量。 

(3)本年度各級政府機關補助及公民營機構委託專案研究計畫 733 件，

SCI 論文篇數本年度為 768 篇。本年度 SCI 論文仍維持往年的水準，

主要係因配合教育部各項措施下，本校研發資源與能量穩定成長，

為鑑於昔日北工的特色，對於轉型為科技大學的旗艦店，本校仍會

投入更多心力！以期在教學為前提下逐年提升我們的研發能量，並

服務產業界，達到產業研發帶動人才培育的科大目標。 

 

3. 其他目標 

(1) 強化終身學習體系： 

    為協助國內工商界提昇在職人士專業素養，本校設置進修部，

運用研究實用科學與技術，配合在職人士工作時間，調整至平日晚

間及週六進行修課，以提供終身學習、永續進修之管道。 

(2) 提升學生社團活動品質及強化學生輔導制度： 

在學生課外活動方面，以補助社團活動經費，充實社團軟硬體

設施，積極促進學生辦理跨校大型活動；設置績優社團及社團指導

老師獎勵制度，加強學生幹部訓練，強化社團評鑑制度，並鼓勵學

生參與服務學習。在學生輔導方面，以全方位關懷學生為導向，辦

理新生定向輔導課程、生命教育輔導課程、生涯抉擇座談以及其他

相關講座，並推動生活教育及加強民主法治教育，培育學生核心能

力。落實多元導師制度，辦理期初、期中之導師會議與座談，強化

導師輔導功能；設置獎助學金，協助清寒學子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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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學生校外實務實習與就業輔導之業務： 

為創造學生就業良機，落實學生實務實習並加強就業輔導，並

提供學生有關廠商求才訊息及專長培訓之資訊。本校除積極推動校

外實習，結合優質企業共同規劃專業特色實習課程，增加學生未來

就業競爭力；本年度亦持續辦理「校園企業徵才說明暨博覽會」，

共計 142 家廠商參展，主要係積極維持推展學生實習就業之業務宣

導，提供學生最新的就業資訊。另外協助學生及早規劃職涯、培養

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促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將繼續

與各科系合作辦理職業興趣探索活動(UCAN)。 

推動校外實習方面，為強化本校學生之專業實務能力，本校自

99 年起積極規劃及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大學部自 101 學年度入學

新生開始，全面實施校外實習必修課程，研究所則全國首創研究生

校外實務研究，106 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共為 1,587 人(大學部 1,490

人、研究所 97 人)，107 學年截至上學期為止已達 1,277 人(大學部

1,163 人、研究所 36 人，另赴海外實習人數 78 人)。本校實習學生

人數每學年約維持至少 1,200 人，未來也將持續推動及努力。 

此外，本年度首次辦理「實習博覽會」，自創平台讓學生方便

報名，提供逾 300 個機會。同時超過 5成企業將實習年資列入未來

留用年資，等同提早進入職場；另有公司開出實習津貼月領 2 萬 8

千元以上，即為提早攬才。參展企業有光寶科技、仁寶電腦、研華

科技、東和鋼鐵、璞永建設、永豐銀行等 50 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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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兩岸交流與招收境外學生等相關業務： 

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本校積極策劃邁向國際學術舞台成為國

際知名大學，除了製作多媒體文宣、參與國際研討會及教育展向國

際行銷本校、邀請國際榮譽講座教授與訪問學者蒞校講學、鼓勵學

生出國研修、持續促進與開創國際各校的合作關係外，亦舉辦國際

學生招生相關之說明會、鼓勵本校學生組成服務團前往國外學校協

助招生、參與教育展，並提供國際學生在台生活照顧與獎學金、優

質的學習和研究環境。本校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前進東南亞，於

105 年 9 月成立泰國辦公室，有助於泰國未來的招生及國際合作活

動等工作推動。 

經過歷年的努力，本校各項國際化數據皆穩定成長，本校除了

積極服務國際學生，亦引導本校在地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希望提供

此優質的國際化學習環境，培育學生成為傑出的國際領導人才，以

達成校園國際化、國際化教學之一流大學地位。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 收入決算數與收入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收入共計 31 億 6,072 萬 4,945 元，較預算數 26 億 9,629

萬 8,000 元，增加 4億 6,442 萬 6,945 元，增加 17.22%，茲將收入各

科目金額與預算數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 業務收入:決算數 28 億 5,079 萬 8,649 元，較預算數 24 億 8,345

萬 1,000 元，增加 3億 6,734 萬 7,649 元，增加 14.79%，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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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雜費收入：決算數為 7億 5,293 萬 4,513 元，較預算數 7億

6,098 萬 3,000 元，減少 804 萬 8,487 元，減少 1.06%，因專

班配合業務實際需要轉列預收，致學雜費收入決算數較預算數

減少。 

(2) 學雜費減免(-)：決算數為-3,520 萬 3,729 元，較預算數-3,869

萬 3,000 元，減少 348 萬 9,271 元，減少 9.02%，係申請學雜

費減免實際人數較預期減少。 

(3) 建教合作收入：決算數為 7億 9,675 萬 2,820 元，較預算數 6

億 2,730 萬元，增加 1億 6,945 萬 2,820 元，增加 27.01%，係

各項委辦計畫及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較預期增加所致。 

(4) 推廣教育收入：決算數為 4,859 萬 4,722 元，較預算數 4,800

萬元，增加 59 萬 4,722 元，增加 1.24%，係各項推廣教育計畫

等開班數較預期增加所致。 

(5)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決算數為 8億 4,957 萬 7,000 元，預

算數 8億 4,957 萬 7,000 元，無差異。 

(6) 其他補助收入：決算數為 4億 2,043 萬 2,560 元，較預算數 2

億 1,872 萬 5,000 元，增加 2億 170 萬 7,560 元，增加 92.22%，

係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因較晚核定，故未及編入預算，致實際數

較預期增加。 

(7) 雜項業務收入：決算數為 1,771 萬 763 元，較預算數 1,755 萬

9,000 元，增加 15 萬 1,763 元，增加 0.86%，係因 107 學年度

碩士在職專班、四技申請入學等招生報名人數增加，報名費收

入因而增加所致。 

2.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3億 992 萬 6,296 元，較預算數 2億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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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7,000 元，增加 9,707 萬 9,296 元，增加 45.61%，分析如下： 

(1) 利息收入：決算數為 3,553 萬 8,474 元，較預算數 3,000 萬元

增加 553 萬 8,474 元，增加 18.46%，主要係銀行定期存款增加，

致利息收入較預期增加。 

(2)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決算數為 1億 7,621 萬 3,915 元，較

預算數 1億 1,687 萬 9,000 元，增加 5,933 萬 4,915 元，增加

50.77%，主要係校外團體向本校租借之場地租借收入較預期增

加。 

(3) 受贈收入：決算數為 8,287 萬 3,745 元，較預算數 6,370 萬元，

增加 1,917 萬 3,745 元，增加 30.10%，主要因校友及外界指定

用途捐款較預期增加。 

(4) 賠(補)償收入：本年度未編列預算，決算數為 5萬 7,813 元，

較預算數增加 5萬 7,813 元，係萬里校區中萬里加投中幅子小

段 270 地號之用戶繳交土地補償金予本校，致產生差異。 

(5) 違約罰款收入：決算數為 51 萬 372 元，較預算數 32 萬元，增

加 19 萬 372 元，增加 59.49%，主要係圖書館借書逾期罰款及

廠商逾期交貨罰款較預期增加。 

(6) 雜項收入：決算數為 1,473 萬 1,977 元，較預算數 194 萬 8,000

元，增加 1,278 萬 3,977 元，增加 656.26%，主要係舉辦校園

徵才等活動、專利申請及維護等老師自負額部分之實際收入較

預算數增加所致。 

(二) 支出決算數與支出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31 億 7,444 萬 464 元，較預算數 28 億

653 萬 4,000 元，增加 3 億 6,790 萬 6,464 元，增加 13.11%，茲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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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科目金額與預算數之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30 億 9,573 萬 2,554 元，較預算數 27

億 6,440 萬 4,000 元，增加 3億 3,132 萬 8,554 元，增加 11.99%，

分析如下： 

(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決算數為 17 億 4,523 元，較預算數 15

億 8,735萬 1,000元，增加1億 1,265萬 3,523元，增加7.10%，

主要係依業務實際需要執行經費請購核銷，故實際數較預算數

增加。 

(2) 建教合作成本：決算數為 7 億 7,214 萬 9,543 元，較預算數     

5 億 5,201 萬 5,000 元，增加 2 億 2,013 萬 4,543 元，增加

39.88%，主要係建教合作計畫實際數較預期增加，相對成本費

用亦增加，致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3) 推廣教育成本：決算數 3,555 萬 7,625 元，較預算數 3,644 萬

9,000 元，減少 89 萬 1,375 元，減少 2.45%，主要係依業務實

際需要執行經費請購核銷，故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4)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決算數為 1億 2,153 萬 1,446 元，較預算

數 1 億 3,967 萬 7,000 元，減少 1,814 萬 5,554 元，減少

12.99%，主要係配合實際需要，學生工讀及獎勵金較預期減少。 

(5)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決算數 3億 8,546 萬 5,573 元，較預算

數 3億 7,681 萬 2,000 元，增加 865 萬 3,573 元，增加 2.30%，

主要係校區修繕工程較為增加等原因，致實際數較預算數增

加。 

(6)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決算數 6,903 萬 4,608 元，較預算數

5,750 萬元，增加 1,153 萬 4,608 元，增加 20.06%，主要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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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補助研發計畫較預期增加，故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7) 雜項業務費用：決算數 1,198 萬 9,236 元，較預算數 1,460 萬

元，減少 261 萬 764 元，減少 17.88%，主要係招生試務費用需

配合考試期程之需要核實列支，故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2. 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7,870 萬 7,910 元，較預算數 4,213 萬元，

增加 3,657 萬 7,910 元，增加 86.82%，分析如下： 

(1) 財務費用：決算數 30 萬 1,867 元，預算數 0 元，係年底外幣

評價之兌換短絀較預期增加。 

(2) 財產交易短絀：決算數 72 萬 436 元，預算數 0 元，係依教育

部106年 6月 28日臺教秘(一)字第 1060092089號函及審計部

教育農林審計處106年 6月 23日審教處一字第1068553416號

函核定辦理報廢本校未達使用年限電梯 5部，致實際數較預算

數增加。 

(3) 雜項費用：決算數 7,768 萬 5,607 元，較預算數 4,213 萬元，

增加 3,555 萬 5,607 元，增加 84.39%，主要係辦理校園企業徵

才說明暨博覽會及研發替代役徵才說明會等收入較預期增

加，致相對成本費用亦較預期增加；另學生宿舍相關支出依實

際需要核實辦理。 

 

(三) 本期短絀： 

預算數 1 億 1,023 萬 6,000 元，決算數 1,371 萬 5,519 元，較預

算數減少短絀 9,652 萬 481 元，減少 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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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餘絀撥補實況 

(一) 短絀之部： 

1.本期短絀：預算數 1億 1,023 萬 6,000 元，決算數 1,371 萬 5,519 元。 

 

(二) 填補之部：  

1.撥用公積： 

預算數 1億 1,023 萬 6,000 元，決算數 1,371 萬 5,519 元，係因本期

短絀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故實際撥用公積填補短絀金額較預期減

少，致產生差異。 

 

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億 3,374 萬 393 元，包括： 

1. 本期短絀 1,371 萬 5,519 元。 

2. 利息股利之調整-3,553 萬 8,474 元。 

3. 調整非現金項目 5億 4,527 萬 1,641 元，包括： 

(1) 折舊及折耗 3億 6,775 萬 120 元。 

(2) 攤銷 9,061 萬 3,345 元。 

(3) 處理資產短絀 72 萬 436 元。 

(4) 其他-2,896 萬 9,715 元。 

(5) 調整流動資產淨增 1,015 萬 7,973 元。 

(6) 調整流動負債淨增 1 億 2,531 萬 5,428 元(不含應付工程款淨

增數 2,833 萬 2,037 元、其他應付款淨增數 701 萬 5,845 元、

其他準備金與預收收入淨減數 1,299 萬 9,022 元，合計淨增數

2,234 萬 8,8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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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取利息 3,772 萬 2,745 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億 98 萬 1,311 元，包括： 

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增置 5億 8,752 萬 3,426 元。 

(1) 土地改良物 1,390 萬 1,362 元。 

(2) 房屋及建築 243 萬 6,721 元。 

(3) 機械及設備 2億 5,738 萬 5,554 元。 

(4) 交通及運輸設備 1,146 萬 3,041 元。 

(5) 什項設備 7,486 萬 6,382 元。 

(6) 購建中固定資產 2億 2,747 萬 366 元。 

2. 無形資產增置 3,741 萬 8,276 元，係專利權及電腦軟體。 

3. 其他資產淨增加 6,296 萬 9,731 元，係存出保證金淨增加數 112

萬 726 元及遞延資產淨增加 6,184 萬 9,005 元。 

4. 其他準備金淨增加 2 億 9,068 萬 3,280 元，係本校四項新建工程

提存工程款準備金 2億 6,408 萬 690 元及本年度捐贈款增加。 

5. 短期墊款淨減少 1,353 萬 2,712 元，係上年度代墊教育部公務人

員月退休金及月撫慰金、教育人員月撫慰金、教育人員月退休金

等於本年度歸還。 

6.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少 1億 6,408 萬 690 元，係提存工程款準備金。 

(三)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億 3,482 萬 6,920 元，包括： 

1. 基金增加 4億 3,634 萬 5,938 元。 

2. 其他負債淨減少 151 萬 9,018 元，係存入保證金淨減少。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1 億 6,758 萬 6,002 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為 4億 6,148 萬 4,829 元，故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6億 2,907 萬 8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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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與籌資活動，包括： 

1. 應付代管資產轉列受贈公積數 1,234 萬 8,360 元，依據教育部 98

年 12 月 10 日臺會(一)字第 0980211858 號函轉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11 月 18 日會議紀錄，決議代管資產提列折舊費用後，同額將

應付代管資產轉列受贈公積。 

2. 代管資產與應付代管資產同額增加 214 萬 7,000 元，係依台北市

大安地政事務所 105 年 7月 25 日北市大地測字第 10531269300 號

函，本校 918、918-2、918-3 地號土地辦理面積更正，增加代管

資產-土地。 

3. 代管資產與應付代管資產同額減少 5億 9,007 萬 9,808 元包含： 

(1) 依教育部107年 4月 27日臺教祕(一)字第 1070061696號函及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107 年 4 月 24 日審教處一字第

1078501618號函，調整公告地價，減少代管資產-土地5億7,572

萬 6,368 元。 

(2) 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基隆辦事處 106 年 9 月 25 日台

財產北基一字第 10605065010 號函及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新

北汐地登字第 1074031336 號函，將新北市萬里區中萬里加投段

瑪鍊港口小段 198、199-4、231-1、260-1、269-6 地號五筆土

地依國有財產法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減少代管資產-土地

1,435 萬 3,440 元。 

4. 期初其他應收款及基金同額增加 814 萬 1,250 元，期末 0元。 

5. 依分錄釋例調整獎助學金，由受贈公積轉列遞延收入 8,532 萬

7,828 元。 

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應付未付數同額淨增加 5,242 萬 7,4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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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 機械及設備 436 萬 9,294 元，帳列其他應付款。 

(2) 什項設備 529 萬 9,453 元，帳列其他應付款。 

(3) 購建中固定資產 4,275 萬 8,724 元，帳列應付工程款。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211億 763萬 2,327元，其中流動資產30億 9,360萬 5,919

元，佔 14.66%；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11 億 5,649 萬

2,345 元，佔 5.48%；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1 億 1,920 萬 2,461 元，

佔 24.25%；無形資產 4,170 萬 2,453 元，佔 0.20%；其他資產 116 億

9,662 萬 9,149 元，佔 55.41%。 

(二) 負債總額計 130 億 719 萬 7,610 元，佔負債及淨值總額 61.62%；其中

流動負債 8 億 3,014 萬 7,011 元，佔 3.93%；其他負債 121 億 7,705

萬 599 元，佔 57.69%。 

(三) 淨值總額計 81 億 43 萬 4,717 元，佔負債及淨值總額 38.38%；其中基

金 72 億 5,544 萬 3,815.69 元，佔 34.38%；公積 8億 4,499 萬 901.31

元，佔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