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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發展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 107 年 10 月 25 日（四）下午 2:10~4:00 
地  點 行政大樓 201 會議室 
召集人 張光正校長 

與會人員

(職銜略) 

行政單位：李英明、李夢輝、洪穎怡、夏誠華、饒  忻、何志信(請假)、 
廖益興(請假，王雅惠代)、陳崇人、陳克舟、吳肇銘、楊敏生、 
鍾財王、嚴奇峰、陳其澎、楊坤原、繆紹綱、鄺承華 

學院代表：陳怡寧、林政鞍、邱謙松(請假)、江耀國、陳佑倫(請假)、許子凡、

何彩滿           
學生代表：財法系林庭荃(請假)、財法系羅盛頤(請假)、機械碩林怡德(請假) 

列席人員 
(職銜略) 

研發處：吳宗遠、黃子玲、陳映竹、葉淑惠、李沛璇、劉國美 
競爭力發展中心：楊舒涵、張欣怡 

記  錄 楊舒涵、劉國美 
【107-1 研發會議辦理情形】 

議題 案  由 執行情形 

一 
本校工學院自 109 學年度起增設

「智慧機械產業菁英博士學位學

程」 

1.本校107年10月17日107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2.董事會107年10月23日(107)原發字

第1070000063號函審議通過。 
3.由研發處依規定程序報部。 

二 
請同意修訂增設附屬機構「心理治

療所」計畫書。 

1.本校107年10月17日107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2.董事會107年10月23日(107)原發字

第1070000065號函審議通過。 
3.由研發處依規定程序報部。 

三 

本校產學營運處申請增設二級單位

「產業聯絡中心」及更名二級單位

「產業聯絡暨專利技轉中心」為「產

學合作暨專利技轉中心」 

1.本校107年10月17日107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2.列入107學年度第2學期研發會議

修訂組織規程第7條條文。 

四 
追認本校執行教育部 107、108 年度

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審

查意見回應及計畫書修正事宜 

1. 本校 107 年 7 月 31 日原研字第

1070003487號函報教育部「107、
108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

校務發展計畫年度經費支用修正

計畫書」。 
2.經107-1研發會議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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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 教育部核定本校 108 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名額分配：學士班 3006 名、博士班

57 名、碩士班 826 名、碩士在職專班 374 名、原住民學生外加名額(含繁星

推薦、個人申請及單獨招生)58 名、設計學院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外加名額

25 名、四技二專技優入學外加名額 3 名。另教務處已向「身心障礙學生升

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申請 108 學年度 42 名身心障礙外加名額及向「教

育部體育署」申請 108 學年度 35 名運動績優甄審外加名額。 
二、 教育部「大專校院定期統計報表」(以下簡稱統計處)填報： 

目前教育部統計處與校庫仍有部分表冊雙軌進行填報作業，為確保未來表

冊數據一致性及正確度，已請相關提報單位於 10 月 23 日前線上填報完成

印製簽核送交研發處彙整報部。 
三、 108 年度校務獎補助計畫： 

教育部於 107 年 9 月 4 日辦理「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說明會」，修訂補助(佔 30%)指標之政策績效(佔 30%*10%)項目，補助

部分影響整體比例約 3%；而於 10 月 12 日星期五舉辦之「108 年度教育部

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系統說明會」，修訂獎勵(佔 70%)指標之行

政運作(佔 70%*12%)項目，獎勵部分影響整體比例約 8.4%，說明如下： 
(一) 補助指標異動修訂―影響整體比例約 3%： 

1. 學生事務及輔導：由原 25%調降為 20%，執行面新增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召集方式、開設性別研究相關課程、對性別不利處境之學生輔導協

助、性別多元意識教材之定期及適當的訓練，以及規劃設置性別友善空

間等績效計算基準。 
2. 校園安全及環保節能：25%調降為 20%，校園環境衛生暨災防管理成效

由原分數門檻列計資格制，修訂為分數門檻後之四等第檢核級分制。 
3. 體育推展成效情形：10%，此為新增項目，執行面包括體育課程必修情

形、運動賽事及學生體適能檢測狀況、體育設施（備）及維護與管理情

形，採級分制評核。 
(二) 獎勵指標異動修訂―影響整體比例約 8.4%： 

1. 前一年度獎補助經費執行績效：由原 65%調降為 60%。 
2. 落實學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化：由原 35%調降為 30%。 
3. 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計畫：10%，此為新增項目，須納入「校務發展年

度經費支用計畫書」，並依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項目評估重點撰寫，以

不超過 20 頁為原則，內容包含學生住宿情形、住宿基本資料、學生宿

舍供給及品質內容等可由各校自行呈現發揮。 
四、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6 學年度計畫成效管考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由 1 名現任行政主管及

1 名具行政經驗之教師擔任書面審查委員，此次共計邀請 35 名專任教師擔

任委員，作業期間自 107 年 11 月 19 日至 107 年 12 月 2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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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論】 

議題一：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專案教師執行成果審議案，請討論。【提案單位：

競爭力發展中心】 
說明： 
一、 107 年度原核定之專案教師共計 11 名，1 名聘期至 107 年 7 月、1 名未到職

及 1 名未徵得合適教師。 
二、 實聘 8 位專案教師(表列如下)，執行成果報告如附件 1，請討論。 

院/系 姓名 職稱 鏈結分項子計畫 院初審結果 
理/物理系 河本祥一 客座副教授 D2 頂尖人才國際移動計畫 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理/應數系 楊緒文 助理教授 A1 核心基礎能力扎根計畫 

A2 教學革新知能深造計畫 
A3 多方位跨領域增能計畫 

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工/機械系 胡聖彥 助理教授 D3 創新研究優勢領航計畫 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工/機械系 鄭年添 助理教授 D3 創新研究優勢領航計畫 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商/會計系 高克爾 助理教授 A8 學院特色發展深耕計畫 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設/室設系 長友大輔 助理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A8 學院特色發展深耕計畫 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設/室設系 林  宓 講師 A8 學院特色發展深耕計畫 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人/通識中心 侯剛本 助理教授 A1核心基礎能力扎根計畫 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備註：高教深耕計畫四大面向 

A 面向：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B 面向：提升高教公共性 
C 面向：善盡社會責任 
D 面向：發展學校特色 

決議：照案通過。 

議題二：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專案教師名額配置案，請討論。【提案單位：競

爭力發展中心】 
說明： 
一、 108 年度專案教師名額之規劃建議共計 8 位，係以 107 年度教育部核定本校

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作為名額編列計算基準，名額配置依「中原大學高教深

耕計畫補助聘任專案教師暫行要點」(附件 2-1)第六點辦理。 
二、 本專案教師以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各分項計畫目標及策略，實現計畫願景為

原則。聘用單位應確實規劃聘任之專案教師對於系所教學研究之專案任務，

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含實習、就業等)、教學品質及挹注研究發展等三

大目標，不宜用於招生或與學生學習無直接影響效益之專案任務，以確保

教育部補助經費使用之正當性及最佳效益化。 
三、 本專案教師以具「博士學位」為原則，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優先考量： 

(一) 創新教學能力：具有博士後研究員國內 2 年或國外 1 年以上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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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優秀師資：擔任國外知名大學教研工作。 
(三) 產學合作能力：具有產業界 10 年以上實務經驗或主持執行產學合作計畫

經驗者。 
(四) 學術研究成就：具備本校研究傑出教師遴選及獎勵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二款資格者(註 1)。 
四、 各院級申請之教師名額共計 8 位，鏈結各分項子計畫及專案重點如表列，

所填送之「中原大學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專案教師申請表」如附件 2-2，
有關各院級專案教師名額配置，請討論。 

院級單位 申請 
名額數 

鏈結分項 
子計畫 

專案重點 備註 

理學院 2 

A8 理學院特色發

展深耕計畫 

教學提升效益： 

1.落實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品質。 
2.發展學校特色-國際化。 
研究投入方向： 
1.扎根核心基礎研究能力。 
2.培育多方位跨域研究人才。 
3.提高國際雙邊研究計畫。 
4.增強國際合作論文質量。 

博士後研究員國內

2 年或國外 1 年以

上經驗或擔任國外

知名大學教研工作

者 
【應數系】 

A8 理學院特色發

展深耕計畫 

教學提升效益： 

1.協助第二外語授課。 
2.配合系所發展，協助開設物理專業課程。 
3.指導研究生及專題生。 
研究投入方向： 
1.加強國際合作研究機會，邀請國際學者來

訪交流。 
2.參與國際研討會議，提升本校能見度。 
3.發表期刊論文，提高本校研究能量。 

博士後研究員國內

2 年以上經驗者 
【物理系】 

工學院 2 D1 知識型創新創

業發展計畫 

教學提升效益： 

1.培育符合未來土木建築工程實際所需之

人才。 
2.透過產學合作培育人才。 
3.針對迫切產業需求，提出系列性的相關主

持課程培訓規劃。 
研究投入方向： 
1.擴增實境技術在土木建築工程的應用研

究(無人機、AR、VR 等)。 
2.以校園為基礎，對拓增實際技術在智慧城

市短、中、長期應用方針等主題深入研究。 
3.持續挖掘淺在的研究議題，提出學用合

一、實務迫切且新穎的問題做為未來研究

投入方向。 
4.深入土木建築工程跨域能力的整合與實

務問題(土木、建築、結構、機電整合等)
整合研究。 

5.以建立中原創新創業村為出發點，提出人

兼具學術界與產業

界的教師 
【土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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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單位 申請 
名額數 

鏈結分項 
子計畫 

專案重點 備註 

工智慧、無人機、拓增實境、物聯網、智

慧城市等應用的研究方向。 

D3 創新研究優勢

領航計畫 

研究投入方向： 
延聘具備研發能量之專業師資，配合政府創

新產業政策，參與校級任務型研究團隊，投

入重點發展領域以追求前瞻研究進展。 

具備研發能量 
【機械系】 

商學院 1 A8 商學院特色發

展深耕計畫 

教學提升效益： 

1.優化師資結構。 
2.開設全英語授課。 
3.藉由外籍師資之課程，讓學生了解跨文化

國際視野與專業內容。 
研究投入方向： 
1.提升系上教師國際化研究能量與績效。 

外籍教師 
【會計系】 

設計學院 1 

A8 設計學院特色

發展深耕計畫 
教學提升效益： 

1.以全英文教授專業課程。 
2.國際同步協同教學(國際大師遠距教學)。 
3.指導學生參加國內外創新創業競賽。 
4.強化日本及美國學術交流。 
5.產學合作育才。 

外籍教師、 
國際優秀師資及具

產學合作能力 
【室設系】 

人育學院 2 

A8 人育學院特色

發展深耕計畫 
教學提升效益： 

1.在創新教學方面方面，加強運用網路科技

與互動的運用。 
2.教學內容方面將同時兼重宗教傳統與當

代科技發展的未來趨勢（例如人工智慧、

數位科技產品、真假資訊超量等趨勢）。 
研究投入方向： 
1.基督宗教早期歷史的研究：與以色列信仰

傳統的延續與斷裂。 
2.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時代中的宗教文化

與信仰生活。 
3.大眾媒體與宗教信仰。 

博士後研究員國內

2 年以上 
【宗研所】 

A1 核心基礎能

力扎根計畫-
全人博雅素

養精湛 

教學提升效益： 

1.推動反思寫作融入經典閱讀課程，結合

PBL 教學模式於社會參與式課程，培養跨

領域與「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驅動學生

學習動機。 
2.透過互動整合，將各學院專業能力中的溝

通素養，結合為具有全人精神的溝通素

養。 

具博士學位，曾執

行教學卓越計畫或

高教深耕計畫者尤

佳 
【通識中心】 

備註：本校研究傑出教師遴選及獎勵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二款資格： 
一、曾獲總統科學獎、教育部國家講座、教育部學術獎、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科技部(前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或相當等

級或以上之重要學術獎項。 
二、曾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或相當等級之學術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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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專案教師名額配置：理學院 2 名、工學院 2 名、商學

院 1 名、設計學院 1 名及人育學院 2 名，共計 8 名。 
二、請人事室提送行政協調會修改「中原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補助聘任專案教師

暫行要點」第三點有關專案教師資格之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