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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請一般大學校院配合辦理之重要政策推動事項 

ㄧ、政策或計畫議題 

編號 政策或計畫議題 提醒或配合辦理事項內容說明 

1 高教深耕計畫：厚植學

生基礎英文能力 

1. 請學校將精進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之策略，融入高教深耕計畫目標一「厚植學

生基礎能力」，重點推動多元語文、增進國際視野，以增進學生之英語能力； 

2. 請獲高教深耕計畫學校且已訂定英檢門檻之學校，應基於學術與專業考量，

通盤檢討畢業門檻設定與學生專業能力養成之關聯性與配套措施，有效與英

語教學輔導機制結合，並將學校檢討結果納入高教深耕計畫年度執行考核之

參考。 

3. 另請獲高教深耕計畫第二部分全校型計畫補助之學校，衡酌學校定位及整體

發展方向提出「國際競爭」之目標，提供更多學生赴海外交換學生或短期研

修，修讀雙聯或共頒學位之機會，以增進專業課程英語能力，以及專業性之

國際溝通能力，追求相關學術領域之世界領先。 

2 高教深耕計畫：培養學

生使用及運用程式語言

之能力 

1. 為因應全球資訊人員需求與程式基礎教育趨勢，厚植我國資訊國力，全面培

育國民程式邏輯思維，是為促進數位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方向，106 年度並

以教學創新試辦計畫先行推動，自 107 年度起納入高教深耕計畫之「提升教

學品質落實教學創新」目標中推動，分年達成 30%、40%、50%學士班學生

修讀程式設計課程，以期 108 年度全國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修讀程式設計課

程人數達 25 萬人。 

2. 此外，本部將提供大學推動程式設計教學相關輔助措施，逐步引導學校精進

落實程式設計教育，並將透過本部校務資料庫持續調查各學年度學生修課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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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政策或計畫議題 提醒或配合辦理事項內容說明 

３ 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本計畫係鼓勵教師以教學現場及學生學習為研究主題，與高教深耕強調落實教

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有相關，建請學校從學校整體資源及教師個人支持規劃進

一步整合，俾利提升政策效益。 

４ 教師多元升等   大學善盡社會責任係為高教深耕計畫目標之一，為有效鼓勵教師投入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建請學校將計畫執行成效與教師個人升等職涯發展（包含獎勵機

制）結合，並配合本部教師升等分流法規規範，肯定教師多元研究之貢獻。 

５ 鼓勵學校學生使用大專

校院就業職能平臺（簡

稱 UCAN） 

  高教深耕計畫以學生學習為核心，重視學生基礎能力與就業能力的培養，計畫

之推行強調從校內學生學習角度，以具體的學生學習資訊之分析，回饋至學校/

系所課程規劃及調整。本部自 98 年建置「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簡稱

UCAN」（https://ucan.moe.edu.tw），以產業職能需求為依據，結合職業興趣

診斷、職場共通職能診斷、專業職能診斷、職能養成計畫等功能，推動職能在教

學、學習及輔導之應用： 

1. 推動產業職能導向之教學應用:以職能建立產學之共同訓用規格，藉此縮短產

學落差，為 UCAN 在教務應用之推動主軸，未來將持續連結跨部會職能資

源，協助大學對焦系所定位及其職涯進路，發展貼近產業需求之課程地圖，

協助學生精準掌握畢業後就業流向，具體協助學生就能力缺口進行學習。 

2. 推動學習成效教學回饋之應用：透過職能養成之教學能量回饋及連結畢業生

流向調查平臺功能，運用數據回饋分析，協助大學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作為

學校/系所課程規劃調整及學習輔導參考，持續推動以學生為本位之課程規

劃，落實學生學習成效回饋之教學應用。 

3. 持續推動學校導入並鼓勵學生使用：提供學校個別化之推廣及諮詢服務，導

入各年級學生施測及輔導重點(例如引導大一新生進行職業興趣探索、鼓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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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政策或計畫議題 提醒或配合辦理事項內容說明 

四學生進行專業職能診斷)，協助學校有效運用平臺於學生職涯輔導及就業力

養成。 

６ 建置學術倫理自律機制 高教深耕計畫鼓勵學校發展大學多元特色，部分學校以教師研究能量之提升

做為學校特色之一，惟學校積極提升教師研究能量之同時，亦應培養師生良好的

學術倫理涵養，確保學術活動的合宜性及合法性，以精進學術研究品質：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學校應訂定學術倫理

相關規定，包括學術倫理規範、權責單位、修習辦法、違反態樣、處理程

序、處分條款及監管機制等規定，並依學校章則訂定程序辦理後，公告周

知。」 

2. 前項所稱處分條款，指學校依法定權責範圍所定處分事項；監管機制，指針

對研究計畫及違反學術倫理者之學術誠信，所定監督管理辦法；修習辦法，

指學術倫理教育、研習之規定。 

７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 高教深耕計畫的願景之一，在於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面對全球人才競爭之

現實，尤其強調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和跨領域的學習模式，培養學生的創新創

意；因此，各大學人才培育必然與其招生選才有其一致性，使大學招生亦能重

視學生學習歷程的多元經驗： 

1. 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適性教育精神，高中課程架構朝向減少共同必修、增

加適性選修、跨科目課程教學方向規劃，大學未來招生勢必不能僅依賴學科

考試成績作為選才標準，而需以「多資料參採、重視學習歷程」方式評量選

才，除入學考試成績外，考生在高中之修課歷程及非學業表現（如學習經歷

與活動參與）都將會是大學選才時之重要參據。 

2. 本部推動「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參與試辦學校應指派或聘任專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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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政策或計畫議題 提醒或配合辦理事項內容說明 

人員，建置與維護完整之招生資料庫，針對不同管道招生入學之學生，追蹤

分析其入學前、就學中與畢業後的學習表現與職涯發展，以反饋精進大學招

生方式、選才條件、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進而銜接選才育才策略、提升辦

學績效並促進學用合一。 

3. 各校招生專業化人員應協助各學系根據其辦學理念、發展策略、課程教學特

色、招生選才條件、錄取生入讀學習情形及畢業職涯發展之分析等回饋機

制，發展各學系適性選才評量尺規，以利於 109 學年度之前公布各學系招生

參採學習歷程檔案之項目與方式，協助高中師生得以預為規劃課程與教學，

順利銜接 111 學年度大學考招新制「申請入學」管道之招生。 

4. 另，目前考生送審資料為掃描 PDF 檔格式，在資料可運用性與資料架構系統

性等仍有相當限制，亟需建立更系統化的資料架構與友善便利的審查介面，

以有利審查者在有限時間內進行有效審查，本部國教署推動建置「高中學習

歷程資料庫」，考生得以匯出具公信力之歷程檔案，提供大學可讀性高且可加

值處理的履歷資料，俾由各大學招生專責單位協助校內學系進行申請入學資

料分析、審閱效率化及選才適性化。 

8 新課綱實務課程、教授

社群及師資生工作坊 

高教深耕計畫重視學生學習成效之提升、鼓勵大學促進教師重視教學，專注

學生學習內容及培養學生未來就業能力。爰此，因應新課綱上路之各項師培政

策變更，以及本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作業要

點，請各師培大學推動籌組教授社群、辦理師資生工作坊，以提升校內師資生

對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及新課綱之理解，並增進跨領域整合之能力。 

9 師資培育大學強化自然

領域教師實驗教學職前

  高教深耕計畫鼓勵依自我定位學校發展特色並重視學生學習，爰此師資培育大

學以培養學生成為優質教師，自然成為師資培育大學之特色與任務。爰此，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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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政策或計畫議題 提醒或配合辦理事項內容說明 

教育訓練 資培育之大學透過高教深耕計畫，研議辦理師資培育之教材教法研究，鼓勵校內

教師針對自然領域師資養成之相關課程，發展探究與實作方面之教材教法，以提

升師資生實作能力，強化教師實驗教學職前教育訓練，改善中等以下教育階段之

科學教育教學品質。 

10 請尚未設置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之學校積極

規劃設置，並請各校協

助該中心之運作。 

高教深耕計畫以學生學習為核心，關注於學生學習內容，依據學生學習特性和

社會背景，提供相應的學習輔導措施，以提升學習成效。爰此，本部依「原住民

族教育法」第 18 條規定，鼓勵大專校院設置原資中心，提供原住民學生生活、

課業輔導等服務，本部為支持更多學校成立原資中心，除函請學校積極設置外，

另於 106 年 10 月修正「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要點」，如

學校聘任專任人力，本部將於核定經費時優予補助，以鼓勵更多學校聘任專任人

力協助原資中心運作。 

1. 惟目前尚有 50 校未設置原資中心(含公立 11 校及私立 39 校) ，鑒於原資中

心之設置，可提供原住民學生在學習、生活及就業輔導等一站式服務，有助

提升其學習成效，爰建請尚未設置之國、私立大專校院積極規劃設置原資中

心；尤以國立學校經費多來自政府補助，應擔負更多社會責任。 

2. 為提供原住民學生更完善服務，發揮各校原資中心功能，建請學校協助辦理

以下事項： 

(1) 整合校內相關單位及資源（相關計畫經費、校務基金等），並強化橫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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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政策或計畫議題 提醒或配合辦理事項內容說明 

協助原資中心人力及穩健永續運作。 

(2) 協調校內相關單位協助原資中心掌握完整原住民學生基本資料，以追蹤其學

習成效，並給予積極支持。 

(3) 結合原資中心資源，建置校園多元友善的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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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學校依發展特色及人才培育需求，參考下列議題，擇定部分項目推動： 

序號 議題 相關政策/推動建議 

1 創新創業 

本部自 101 年起推動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校園

創新創業氛圍活絡，啟發學生創新思維，進一步建立校園

創業機制，以期建立結合課程、業師輔導、技術移轉及育

成的校園創業典範。鼓勵大學開設創新創業相關課程，聘

請業師分享實務經驗並指導學生、結合師生學習成果，學

校並協助創業團隊媒合創業資金，並提供育成輔導以實踐

創業活動，使創新創業風氣能在校園扎根。 

2 

本土(語言)

教育及多元

文化教育 

鼓勵大學專業學習結合本土語言教學，針對與民眾接觸機

會較高、日常生活運用本土語言較為廣泛之系所(例如醫

藥、護理、長照、心理諮商、社工及法律等)，推動專業領

域本土語言教育創新教學措施，建立學科專業術語及生活

用語之資料，以利教師教學參考使用及學生多元學習。 

3 通識教育 

本部自 97 年度推動「通識教育資源平臺建構與永續發

展計畫」，並建置臺灣通識網

(http://get.aca.ntu.edu.tw/getcdb/)，提供優質通識教

育課程，協助各校發展通識教育，並以「落實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學品質」、「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社會責

任」及「發展學校特色」為主軸，審慎推動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並具體訂定 11 項績效指標，引導各校思考辦

學特色、人才培育方向，請各校參考 106 年 7 月 12 日

說明會所提供之績效指標衡量方式及參考作法，善用計

畫經費，積極強化通識博雅教育之品質及內涵，以利提

高學生學習成效、改善通識教育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自

由度，回應學生多元學習需求。 

4 法學教育 
配合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事項 

1. 建議大學法律相關院系所，參考國際修復式正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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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議題 相關政策/推動建議 

（IIRP）之作法，研發修復式正義內涵有關教材、教

案；增加原住民族研究之相關課程，瞭解文化衝突案

件之判斷基準，以利培養相關人才。 

2. 於學士及學士後法學教育增加法律實作與實務課程，

加強跨科際法學以及法學博雅教育與多元文化課程，

例如台灣法律史、法律社會學、司法行為科學、人

權、正義、民主、性別、勞動、原住民族法學等。 

5 戶外教育 

本部 103 年 6 月 26 日發布「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

並於 105 年 4 月 12 日發布「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實施

計畫」，期促進各界共同為臺灣教育付出心力，讓教師、

家長與民眾成為孩子學習的陪伴者，讓戶外場域與室內

場館之經營者、民間企業、專業人士一起提供豐富而多

樣化的學習資源，鼓勵大學持續協助各級學校推動戶外

教育。 

6 

性別平等教

育/女性與

多元弱勢族

群 

1. 開設可提升學生或在職進修所需性別平等意識課程性

別平等相關知能課程(含職前與在職訓練課程) 

2. 鼓勵大學校院開設性別相關研究中心 

3. 研發符合性別平等原則之文化、儀典等相關文宣與教

材教法 

4. 建議將性別議題帶入學科研討會及專科社群，擴散性

別平等教學經驗。 

5. 建議學校優先選擇性別友善職場作為實習機構，協助

學生了解性別友善工作權益 

7 

家庭/婚姻

教育/情感

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建請社工相關系所配合社會工作師考選用

制度調整課程規劃，並推動學生至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相關機構實習。 

8 家庭暴力防 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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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議題 相關政策/推動建議 

治/兒童及

少年保護 

1. 鼓勵大學校院開設相關課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2. 建請社工相關系所配合社會工作師考選用制度調整課

程規劃，並推動學生至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或相關機構實習。 

9 智財權保護 

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

方案 

1. 新一代智慧財產綱領-智慧財產前瞻發展綱領計畫，鼓

勵智財知識及創新思維系統性納入課程； 

2. 研議設立校園消費者保護種子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