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25 日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url=https://www.ntou.edu.tw/motto&psig=AOvVaw2mZ7MyBs5P-TUdPtNsKmeZ&ust=1586832811979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PCEwIKz5OgCFQAAAAAdAAAAABAD


 

目錄 
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1  

二、財務變化情形(含投資效益)………………………………  11 

 (一) 109 年度可用資金變化………………………………  11 

(二)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13 

三、檢討及改進…………………………………………………  15 

四、其它事項……………………………………………………  27 

 

 

 

 

  



1 

109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追蹤 

一、109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進度追蹤 

本校 109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可分為 1. 有效招生、2. 國際化、3. 縮短學用落差、4. 研

究特色化、5. 校務行政等五大面向，共計 36 項 KPI，統計各項 KPI 及各單位執行進度，如圖

1～圖 3 及表 1～表 2 所示，各單位自評執行情形，詳如附錄 1。 

1. 各面向之執行進度： 

五大面向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71.9%，其中執行達成率

超越 80%者為「研究特色化」85.3%及「校務行政」83.3%；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

「國際化」79.8%、「縮短學用落差」72.7%及「有效招生」52.2%。 

2. 各單位之執行進度： 

(1) 行政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87.5%，其中執行達成

率超越 80%者為「研發處」、「學務處」、「圖資處」、「國際處」、「秘書

室」、「體育室」及「產學總中心」100%，「教務處」84.6%；執行達成

率低於 80%者為「總務處」33.3% 

(2) 學術單位：整體而言之執行達成率(超越+符合之百分比)為 70.8%，其中執行達成

率超越 80%者為「電資學院」81.3%；執行達成率低於 80%者為「人社

院」72.9%、「生科院」70.1%、「海資院」70%、「工學院」69.7%、「海

運學院」66.3%、「法政學院」65.2%及「共教中心」50%。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 年執行成果如表 3 所示，綜整分析如下所示： 

五
大 

面
向 

符合 KPI 之執行 

百分比(超越+符合) 
105 年~109 年執行成果比較分析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有
效 

招
生 

75% 

(10) 

68% 

(10) 

84% 

(11) 

75% 

(11) 

52% 

(11) 

1. 僑生新生人數 107 年起突破百人；陸生交換生

新生人數自 104 年起倍增，超越 250 人，但

109 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邊境管制皆未

開放交換學生入台申請。 

2. 為鼓勵優秀生續留本校，自 103 年起放寬五年

一貫申請條件及名額並給予獎學金，105 年起

更額外獎勵成績優良學生(班排名前 20%) ，

故就讀人數逐年遞增，107 年起更突破 200 人。 

國
際
化 

83% 

(10) 

82% 

(10) 

77% 

(10) 

79% 

(10) 

80% 

(10) 

1. 補助學生出國總人數遽增，每年補助將近 900

人，107 學年更逾 1000 人，補助金額皆超過

1500 萬元。 

2. 重視英文檢定，103 學年起補助 500 元報名費

1 次，鼓勵大 2 以上同學報考，各系設 1 門 0

學分必修「英文能力檢定」課程，故報考及通

過人數皆顯著增加，106 年報考更突破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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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合作計畫金額增加顯著，108 年比 105 年

增加至 3 倍。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98% 

(6) 

89% 

(6) 

88% 

(6) 

92% 

(6) 

73% 

(6) 

1. 校外實習課程數自 105 年已突破 50 門，108

年、109 年更增至 92 門。 

2.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106 年起皆逾 160 家，108

年更增至 220 家。 

3.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

文數自 105 年逾達 150 篇，108 年起高達 200

篇以上。 

研

究 

特
色
化 

87% 

(4) 

89% 

(4) 

79% 

(4) 

86% 

(4) 

85% 

(4) 

1. 計畫總件數及總金額逐年遞增，件數自 105 年

起皆破 1000 件，109 年金額達 12 億元，與海

洋相關之金額亦達 7 億元 

2.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與

被引用次數皆逐年遞增。 

3. 技轉金額皆顯著增加，106-108 年皆逾 1000 萬

元，109 年更高達 5000 萬元。 

校
務 

行
政 

91% 

(5) 

91% 

(5) 

100% 

(5) 

92% 

(5) 

83% 

(5) 

1. 近年募款收入皆逾 2000 萬元(不含捐物) ，108

年更達 6000 萬元(不含捐物)。 

2. 行政單位亦積極向外部爭取經費，每年皆有顯

著進帳。 

總

計 

85% 

(35) 

80% 

(35) 

82% 

(36) 

82% 

(36) 

72% 

(36) 

*本表數據以年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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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9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 

 

 

 

圖 2 109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行政單位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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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9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學術單位執行進度 

 

 

表 1  109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五大面向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五大面向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有效招生(11) 
50 21 65 136 

66 
37% 15% 48% 100% 

國際化(10) 
76 11 22 109 

283 
70% 10% 20% 100% 

縮短學用落差(6) 
74 27 38 139 

94 
53% 19% 27% 100% 

研究特色化(4) 
96 3 17 116 

40 
83% 3% 15% 100% 

校務行政(5) 
9 1 2 12 

0 
75% 8% 17% 100% 

總計 
305 63 144 512 

483 
60% 12% 28% 100% 

註：1.「超越」係指 109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9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9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9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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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9 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各執行單位執行進度統計表 

單位：各執行單位總項次 

執行單位 超越 符合 落後 總計 其他 

教務處 
10 1 2 13 1 

 77% 8% 15% 100% 

研發處 
5 0 0 5 4 

 100% 0% 0% 100% 

學務處 
2 1 0 3 

1 
67% 33% 0% 67% 

總務處 
1 0 2 3 0 

 33% 0% 67% 33% 

圖資處 
1 0 0 1 0 

 100% 0% 0% 100% 

國際處 
2 0 0 2 

7 
100% 0% 0% 100% 

秘書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體育室 
1 0 0 1 

0 
100% 0% 0% 100% 

產學總中心 
3 0 0 3 

0 
100% 0% 0% 100% 

海運暨管理學院 
45 12 29 86 

39 
52% 14% 34% 100% 

商船系 
5 3 9 17 

8 
29.4% 17.6% 52.9% 100% 

航管系 
13 1 3 17 

8 
76.5% 5.9% 17.6% 100% 

運輸系 
8 3 7 18 

7 
44% 17% 39% 100% 

輪機系 
10 4 5 19 

6 
53% 21% 26% 100% 

經管系 
9 1 5 15 

10 
60% 7% 33% 100% 

生命科學院 
58 10 29 97 

78 
60% 10% 30% 100% 

食科系 
13 3 5 21 

4 
62% 14% 24% 100% 

養殖系 
11 1 7 19 

6 
57.9% 5.3% 36.8% 100% 

生科系 
13 1 6 20 

5 
65.0% 5.0% 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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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所 
5 1 7 13 

12 
38% 8% 54% 100% 

海洋生技博士學程 
3 2 0 5 

20 
60% 40% 0% 100% 

生技系 
8 2 1 11 

14 
73% 18% 9% 100% 

食安所 
5 0 3 8 

17 
62.5% 0.0% 37.5% 100%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43 6 21 70 

80 
61% 9% 30% 100% 

環漁系 
14 0 4 18 

7 
78% 0% 22% 100% 

海洋系 
8 1 6 15 

10 
53% 7% 40% 100% 

地球所 
10 2 2 14 

11 
71% 14% 14% 100% 

海資所 
4 2 6 12 

13 
33% 17% 50% 100% 

環態所 
7 1 3 11 

14 
64% 9% 27% 100% 

海洋環境變遷博士學程 
0 0 0 0 

25 
0% 0% 0% 100% 

工學院 
37 9 20 66 

59 
56% 14% 30% 100% 

機械系 
7 5 4 16 

9 
44% 31% 25% 100% 

造船系 
10 0 5 15 

10 
66.7% 0.0% 33.3% 100% 

河工系 
14 2 1 17 

8 
82.4% 11.8% 5.9% 100%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程 
0 0 5 5 

20 
0.0% 0.0% 100.0% 100% 

海工系 
6 2 5 13 

12 
46% 15% 38% 100% 

電機資訊學院 
40 12 12 64 

36 
63% 19% 19% 100% 

電機系 
11 5 1 17 

8 
65% 29% 6% 100% 

資工系 
15 2 1 18 

7 
83% 11% 6% 100% 

通訊系 
7 3 4 14 

11 
50% 21%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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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系 
7 2 6 15 

10 
47% 13% 40% 100% 

人文社會科學院 
41 10 19 70 

105 
59% 14% 27% 100% 

應經所 
7 1 4 12 

13 
58.3% 8.3% 33.3% 100% 

教研所 
8 2 6 16 

34 
50% 13% 38% 100% 

海文所 
2 2 2 6 

19 
33% 33% 33% 100% 

應英所 
6 2 2 10 

15 
60.0% 20.0% 20.0% 100% 

文創系 
7 2 4 13 

12 
54% 15% 31% 100% 

觀光系 
11 1 1 13 

12 
85% 8% 8% 100% 

海洋法政學院 
13 2 8 23 

52 
57% 9% 35% 100% 

海法所 
6 2 1 9 

16 
67% 22% 11% 100% 

法政系 
7 0 3 10 

15 
70.0% 0.0% 30.0% 100% 

海洋政策碩士學程 
0 0 4 4 

21 
0% 0% 100% 100% 

共同教育中心 
2 0 2 4 

21 
50% 0% 50% 100% 

註：1.「超越」係指 109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超越原目標值。 

2.「符合」係指 109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與目標值相符。 

3.「落後」係指 109 年度績效指標之執行進度，較原目標值落後。 

4.「其他」係指 109 年度績效指標，執行單位無訂定目標值且無實際執行值、不適用或實際執行

狀況因規定變更或天候影響而無法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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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近 5 年執行成果 

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 有

效

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

碩士班(人次/人數) 

1586/ 

640 

1401/ 

601 

1529/ 

642 

1536/ 

636 

2036/ 

613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

註冊本校碩士班(人次

/人數)(五年一貫就讀

人數)(學年) 

528/ 

292 

(189) 

468/ 

279 

(191) 

488/ 

306 

(225) 

465/ 

297 

(209) 

488/ 

293 

(185) 

1-2 大學部招收技職生新

生(人數)(學年) 
61 50 58 60 60 

1-3 招收僑生新生(人數)(學

年) 
96 88 113 116 124 

1-4-1 招收陸生學位生新生(學

年) 
7 9 6 6 0 

1-4-2 招收陸生交換生新生

人數 
307 318 309 262 0 

1-5-1 招收外籍生學位生新

生人數(學年) 
26 49 39 36 28 

1-5-2 招收外籍生交換生新

生人數 
19 7 11 27 2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

/ 

總人數 

18/ 

592 

13/ 

428 

14/ 

430 

13/ 

371 

5/ 

212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

括說明會、舉辦活動及

文宣等 

130 125 147 159 138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

動場次 
15 15 16 19 20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

金額 

13/ 

1821 萬 

18/ 

4824 萬 

15/ 

3174 萬 

14/ 

5880 萬 

18/ 

2403 萬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

發表國際期刊篇數 
81 96 75 86 103 

2-3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

選送學生赴國外進行

短期研修(人數) 

26 24 31 35 10 

2-4 補助學生赴國外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人

次) 

173 181 133 134 10 

2-5 非教育部補助選送學

生赴國外研修人數

(包括短期研修、交

換學生、雙聯學位

等) 

62 163 118 9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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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2-6 學生出國遊學、交流、

訪問人數 
124 147 237 394 17 

2-7 海外實習人數 (含申

請教育部學海築夢獎

學金之各學系海外實

習) 

566 569 524 596 133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1216 2199 1277 1248 1257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768 1171 848 783 767 

3 縮

短

學

用

落

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

數 
59 55 89 92 92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1126 884 1103 1168 885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160 168 190 220 200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

數(課程數/修習人數) 

71/ 

3103 

61/ 

2331 

73/ 

2716 

82/ 

2945 

66/ 

3253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

題、創作成品及碩博

士論文數 

145 194 194 229 221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隊數/人次) 

118/ 

1198 

110/ 

1241 

123/ 

1220 

128/ 

1159 

75/ 

301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

CI Core/EI 論文總篇

數 

(SCI/SSCI 論文篇數) 

533 

(527) 

488 

(445) 

490 

(464) 

530 

(497) 

582 

(567) 

4-2 SCI/SSCI/TSSCI/TH

CI Core/EI 論文歷年

被引用次數 

11577 11793 13944 16456 18918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

/與海洋相關之計畫

件數及金額 

1158/8

億 1500

萬 494/5

億 9709

萬 

1042/8

億 200

萬 364/5

億 8465

萬 

1062/8

億 3446

萬 363/5

億 6009

萬 

1111/9

億 5354

萬 

360/6 億

1891 萬 

1222/12

億 138

萬 

365/7 億

1472 萬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13/ 

704 萬 

21/ 

1003 萬 

15/ 

1289 萬 

22/ 

1016 萬 

26/ 

5251 萬 

5 校

務

行

政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度) 
504600 -83400 -15600 -212600 543882 

5-2 財務收入-利息、投資

(元) 
2297 萬 2188 萬 2138 萬 2173 萬 2205 萬 

5-3 學生宿舍使用率 

(第 1 學期) 
97.71% 96.57% 98.25% 98.44% 98.98% 

5-4 受贈收入(不含捐物) 

(場/元) 

60/ 

3405 萬 

60/ 

3552 萬 

109/ 

4963 萬 

99/ 

6084 萬 

92/ 

492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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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執行成果 

序

號 

項

目 
序號 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5-5 行

政

單

位

爭

取

外

部

經

費 

(元) 

1352 萬 3546 萬 727 萬 344 萬 719 萬 344 萬 

2254 萬 1820 萬 608 萬 904 萬 890 萬 904 萬 

604 萬 660 萬 782 萬 981 萬 1142 萬 981 萬 

161 萬 742 萬 203 萬 20 萬 16 萬 20 萬 

1000 萬 1617 萬 1000 萬 1001 萬 1001 萬 1001 萬 

56 萬 1137 萬 1543 萬 230 萬 209 萬 230 萬 

169 萬 114 萬 91 萬 105 萬 282 萬 105 萬 

產學總中心 包含在研發處內 2592 萬 3594 萬 5251 萬 

總   計 5595 萬 9637 萬 7547 萬 7179 萬 95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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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變化情形(含投資效益) 

(一) 109 年可用資金變化 

本校財務收支秉持穩健、踏實、永續發展之原則，依據學校發展遠景配

合年度中長程計畫審慎規劃財務收支，妥善運用資源、營造優質教學環境、

提升全人教學品質，期臻至最具海洋特色的頂尖國際大學。本校 109 年可用

資金變化情形詳見表十。 

表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單位：千元

109年

預計數

109年

實際數

2,187,651 2,097,278

2,340,757 2,761,412

2,137,796 2,483,068

107,667 97,070

419,195 440,090

0 -396 

0 0

0 23,975

2,079,084 2,056,181

114,766 147,241

701,117 809,928

14,368

1,492,733 1,379,126

147,055 401,690

1,250

0 0

145,805 401,690

0 0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

    政府補助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3)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外借資金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加：當期長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2)

期末現金及定存（K=A+B-C+D-E+F+G+H-I+J）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減：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N）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O=K+L-M-N）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項目

期初現金及定存（A）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註 1：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

流動金融資產項下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與投資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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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2：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

育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與受贈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

金流入之收入。 

3：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

維護費及獎助學金等。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

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5：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

金支出，包括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6：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一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但不含存款期間三個月

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 

7：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等，但不含存

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8：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9：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

他資產現金收支、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借及償

還以外，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合計數。 

10：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

動金融資產、應收款項及短期貸墊款。 

11：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

存入保證金、應付保管款、暫收及待結轉帳項，但應排除屬指定用途捐贈

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12：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

負債與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運用之資金。 

13：其他重要財務資訊至少應包括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固定

資產預算保留數及長期債務，係在衡量學校以後年度應(或很有可能)給付

現金數額，其中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之營建工程預算及固定資產預算保留

數與長期債務無法自償部分，將由學校期末可用資金、以後年度經常門現

金收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 

14：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係指先期規劃構想書業經行政院或本

部核定，惟至當年底工程預算尚未編列完成，該等工程預算預計於以後年

度編列；固定資產預算保留數係指當年度固定資產可用預算數保留於以後

年度執行之數。 

15：前項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財源：政府補助係指由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

補助；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係指由不包含於現金及定存內，已提撥

之改良及擴充準備金或其他準備金支應；外借資金係指向銀行舉借長期債

務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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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用資金預計數與實際數差異說明： 

1. 經常門現金收入增加 420,655 千元，主要係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機關專案補

助款、建教合作收入及捐款收入等較預計增加所致。 

2. 經常門現金支出增加 345,272 千元，主要係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建教合

作成本及學生公費及獎勵金較預計增加所致。 

3. 109 年期末可用資金較預計數減少 113,607 千元，主要係支付電資綜合大

樓新建工程款所致。 

(三)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1. 重大工程 

本校刻正辦理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進修教育推廣大樓、馬祖校區學生

宿舍、桃園觀音校區藻礁暨海洋環境生態中心及產學育成中心等新建工

程，說明如下： 

(1)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本案為地下 1 層、地上 9 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3,250 坪。本案總工程預算經教育部 107 年 1 月 30 日同意調增為為新

台幣 2 億 9,875 萬元，其中國庫撥款新台幣 1 億 2,000 萬元，自籌新台

幣 1 億 7,875 萬元，預算保留新台幣 739 萬 3,040 元轉入 110 年度繼續

執行數，110 年度編列預算 5,504 萬 5,000 元。本案於 107 年 9 月開

工，至 110 年 2 月已完成主要結構體主要工項，進度超前，預計 110

年底完成驗收。 

(2) 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 

為增加進修教育之教學空間及提供上課學員住宿空間，本校規劃興建

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構想書經行政院 103 年 9 月 1 日院授主基作字第

1030200878 號函同意。本案為地下 1 層、地上 7 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

物，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4,750 平方公尺，1 樓為 110 輛機車停車場，2

樓為教室，供短期研習班、樂齡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後學位學

程學生使用，3 至 7 樓提供 294 個床位。本案總預算經費為新台幣 1 億

9,100 萬元，全數由校務基金自籌因應。預算保留 4,568 萬 9,242 元轉

入 110 年度繼續執行，110 年編列 2,000 萬元。本工程於 108 年 10 月

開工，目前進行基地周邊地質改良工程，預定 111 年驗收。 

(3) 馬祖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為提供馬祖校區學生優質住宿空間，規劃興建一棟地上三層樓共 106

床之鋼筋混凝土造宿舍大樓。本案總經費預算為 5,880 萬元，全數由

校務基金以及向校友募款支應，於 110 年 2 月決標，預計 111 年底驗

收。 

(4) 桃園觀音校區藻礁暨海洋環境生態中心及產學育成中心新建工程 

藻礁暨海洋環境生態中心包含藻礁生態潮間帶主題館、海洋生態環境

教育中心、核心辦公室等，並以連通走廊連接興建產學育成中心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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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含觀音校區停車場、景觀及滯洪設施等，總工程經費為 1 億 9,810

萬元，案經 109 年 5 月通過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本

案經費原則上將由台灣中油公司及台灣電力公司分別出資 6,000 萬元，

其餘 7,810 萬元由校務基金支應。目前已完成設計圖說並製作工程招

標文件，預計 110 年開工，112 年驗收。 

2. 投資效益 

(1) 為增進投資收益及安全，評估校務基金使用效率，促進校務基金有效

管理，並加強本校財務規劃作業，於 105 年 5 月 2 日訂定「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明訂投資管理小組職責、校務基金

投資項目及相關規定。 

(2) 依據本校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六點規定，為確保學校資金安全及

有效運用，本校投資項目以存放於銀行定期存款為原則。 

(3) 109 年度利息收入 

本年度銀行利率受新冠疫情及國際經濟情勢影響，較上年度大幅下降，

惟本校積極配合金融機構之定存上限及資金調度需求辦理定存，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存款合計 22 億 9,884 萬 6,901 元，其中含定期存

款 18 億 5,032 萬 5,849 元(內含美金定存 300 萬 5,437 元，約合新台幣

9,196 萬 6,485 元整)，活期存款 4 億 4,852 萬 1,052 元；全年度利息收

入 2,204 萬 7,497 元，較預算數 1,800 萬元增加 404 萬 7,497 元;惟因疫

情影響，致美金匯率持續下跌，於年底評價認列投資短絀 587 萬 2,916

元。 

(4) 109 年度有價證券投資收益 

本校目前僅持有 1 檔股票-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係為校友捐

贈而來，目前持有股數為 179,960 股，109 年投資收益約為 43 萬 1,894

元，較預算數 36 萬元增加 7 萬 1,8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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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9年度主要關鍵績效指標執行情形落後說明 

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1 有 

效 

招 

生 

1-1-1 該年度報考/註冊本校碩

士班(人次/人數) 

商船系 大環境影響、少子化因素，且諸

多學生多以先工作(實習)為主要

考量，甚至是報考公職，欲先在

不景氣的環境中先站穩腳步，進

修並不是他們唯一的考量。 

推薦、鼓勵本校同學申請五年

一貫；寄發宣傳海報、本系教師

至他校演講時宣傳本系；設置

獎勵措施，鼓勵本系大學部學

生提前進入各個教師研究室參

與研究計畫。 

輪機系 落後因素為少子化、大環境經濟不

景氣，還有本系推動進階海上實習

政策，鼓勵學生實習六個月，及上

船工作有優渥的薪資，導致學生報

考研究人數銳減。 

鼓勵大三、大四學生報考本系

五年一貫，並宣傳學校提供獎

學金。 

食科系 報名人數符合標準，錄取學生為

70 名，甄試生在錄取後，流到碩士

班考試，因此報到時增加了錄取名

額，當備取生已全部被取完，仍未

達 65 名。 

增加大四在校生申請五年一貫

就讀，減少甄試學生的名額不

會流用到考試名額。 

生科系 由於少子化影響、各校生科相關學

系過多、高學歷就業環境不佳，導

致學生就讀研究所意願降低。 

1. 鼓勵本系教師至其他大學

演講、授課、參加研討會或

擔任委員訪視時，置入性行

銷帶入本系特色、師資專

長、研究領域，以開拓校外

學生來源。 

2. 透過招生組協助安排，至補

習班進行招生宣傳。 

3. 積極鼓勵與宣傳五年一貫

的優勢，使本系學生多多申

請五年一貫，提高學生報考

及就讀研究所意願。 

食安所 原因多元化發展及少子化等影

響，導致學生就讀意願降低。 

積極宣傳，建立更多就業管道

鏈結，並鼓勵學生提升就讀意

願。  

地球所 由於少子化的衝擊，大部分學校均

不鼓勵其學生報考校外的研究所，

在台大、中大、成大等前端學校之

碩士班錄取率都很高的情形下，導

致本所實際註冊人數少於預定人

數。 

強化本研究之特有研究特色，

加強與業界之合作，提供良好

的就業管道，以吸引學生就

讀。 

海資所 本年度註冊人數不符預期，錄取學

生因個人因素並未註冊就讀。 

建立系所網頁以及社群平台，

並即時更新系所動態及招生訊

息，並推廣本所教師研究特色，

吸引更多學生報考本所。另至

本校相關系所及國內各大專院

校之相關大學部爭取演講機

會，藉由專題演講推廣所上特

色教學及教師研究項目，提升

學生對本所教學及研究內容之

興趣，提高其報考之機率。 

提供優秀學生獎助學金，減輕

學生經濟壓力，提高學生就讀

意願。 

河工系 河工系畢業學生出路多元，有些

學生選擇於畢業後先到業界工作

或大部分男生會選擇先去服役，

而選擇升學的同學可能因為地緣

或其他關係而至其他學校就讀其

他大學。 

1. 持續鼓勵本系學生申請本

校五年一貫，並加強宣導

本系教師研究能量，安排

大三以上學生與本系教師

座談或配合系上專題研究

課程，讓學生提早接觸研

究室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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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2. 提供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鼓勵學生留在本系就讀研

究所。 

3. 增加系所對外之宣傳吸引

力；利用文宣及網頁宣傳

本系多元發展特色，同時

傳達本系學生因與畢業學

長姊、系友之互動及高連

結度，致使系上學生向心

力持續增加，使其更有意

願至本系就讀。 

通訊系 因 109 學年度配合教育部「資通訊

人才培育政策」，資通訊相關系所

招生名額增加 20%，再加上少子化

的影響，導致本系碩士班雖然報名

人數足夠，但實際註冊人數下降。 

1. 持續提升系所曝光率，目前

已製作系所相關影片上傳至

網路等，以提高外校生報考

意願。 

2. 放榜後即召開研究所說明

會，讓錄取新生能在開學前

了解系上教師研究領域，提

升就讀意願。 

3. 新生報到時，鼓勵與系所教

師聯繫，吸引其註冊就讀意

願。 

光電系 

近年來因少子化的影響，部分私校

光電或電機類大學部陸續停招(如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中

州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造

成本所報考人數雖達標但就讀人

數(含本校學生)卻減少。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

鼓勵本校學生可以跨系所

就讀”學碩 5 年一貫”。 

2.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已有 2 屆學士班畢業

生，鼓勵光電材料學程大學

部學生繼續就讀本所，相信

來年的招生狀況會比今年

度為佳。 

3. 積極向外校宣傳，招生入學

考試時郵寄紙本宣傳資料

至他校宣傳，以吸引學生報

考。 

應經所 1. 本所在校內無大學部學生、少

子化，致使研究生多為外校學

生，新設及改制大學興起，等等

現象之衝擊，故招生極為不易。 

2. 報考本所之本校生，皆因非相

關系所，故雖經錄取，還是以選

擇自己專長系所為優先。 

1. 持續寄發研究所招生海報

(甄試、一般生)予各大專校

院相關系所及本校各系所。 

2. 請本所老師於赴他校演講、

訪談時，協助宣傳招生。 

3. 請本所老師於赴其他系所

授課時，協助宣傳招生。 

4. 張貼於FB、粉專，請所友、

教師、研究生分享招生貼

文。 

5. 配合招生組針對研究所之

招生策略，協助招生宣傳。 

海文所 109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共錄

取 5 名，其中 1 名正取同學因同時

錄取本校其他科系研究所，故未辦

理後續註冊事宜；其他備取生則因

另有規劃而未能報到。 

將積極電話連絡鼓勵備取生考

慮就讀意願。 

海洋政策

碩士學程 

本學程修業期滿頒授「政治碩

士」，與大部分學生於學術生涯

規劃及一貫之學術興趣之培養有

落差，也不及法律碩士在就業市

場有競爭力，致學生錄取後，放

棄本校，就讀他校。 

1. 109 學年度仍採全院聯招，

學生報名繳一次費用可選

填 2 個志願，增加學生報

名意願。 

2. 本學程分別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及 110 年 1 月 8 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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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辦校內招生說明會，加強

宣傳。 

3. 本學程擬更名為「海洋法

政碩士學位學程」及修業

期滿原取得「政治碩

士」，在修習足夠法律學

分下頒授「法律碩士」，

業經校務會議通過，並於

109 年 9 月 23 日舉辦公聽

會，並交由研發處企劃組

循行政程序陳報教育部審

議。 

1-1-2 該年度本校學生報考/註

冊本校碩士班(人次/人

數) 

經管系 本系自 106 學年度招收第一屆新

生，並預計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畢業。截至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僅 3 位學生申請提前畢業，且皆以

進入職場就業為主。 

接續上述說明，本系目前已有

7 位大四學生錄取 110 學年度

碩班甄試入學，名單如下： 

1. 楊沁蓉：本校航運管理學

系、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2. 羅珽今：本校運輸科學系 

3. 劉宏祐：本校運輸科學系 

4. 尤政皓：本校運輸科學系 

5. 洪弈洋：本校運輸科學系 

6. 吳思麒：成大電信管理所 

7. 魏曦姸：臺北大學國際企業

所 

生科系 由於少子化影響、各校生科相關學

系過多、高學歷就業環境不佳，導

致學生就讀研究所意願降低。 

本系教師於大學部演講、授課

時，置入性行銷帶入本系特色、

師資專長、研究領域，以積極鼓

勵與宣傳五年一貫的優勢，使

本系學生多多申請五年一貫，

提高學生報考及就讀研究所意

願。 

海生所 若包含外籍生入學、僑生分發入

學方式，在 109 年報名人數共計

有 7 人次，註冊人數為 6 人，比

預定目標還高。 

1. 外籍生甄審入學：魏珍言（本校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2. 僑生分發入學：黃梓維、鄭豫政

（本校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

系） 

關鍵績效指標並無明確指出入

學管道計算方式，故 109 年度

本校學生報考/註冊本校碩士

班之執行進度是「超越」。 

食安所 因少子化及多元發展，學生降低

就讀意願或另有其他生涯規劃。 

與本校學生多加宣傳並鼓勵申

請五年一貫，提升就讀意願。 

地球所 由於少子化的衝擊，大部分學校

均不鼓勵其學生報考校外的研究

所，在台大、中大、成大等前端

學校之碩士班錄取率都很高的情

形下，導致本所實際註冊人數少

於預定人數。 

鼓勵教師開設大學部課程並引

導學生進入實驗室工讀，加強

五年一貫宣導，並盡力籌措獎

學金以提高學生就讀意願。 

海資所 因本所尚無大學部學生，故本校

學生就讀本所人數比例偏低，大

部分報考學生為外校相關科系學

生。 

鼓勵本校相關科系之大學部學

生先行進入本所教師研究室進

行大專生研究計畫，促進學生

申請五年一貫進修，加強校內

招生及本所特色宣傳，也推廣

跨領域進修，提高學生就讀意

願。 

環態系 本所為獨立研究所，無大學部學

生，缺少本校大學部直升的生源。 

開設暑期大專生研究計畫，鼓

勵本校學生增加海洋視野，提

供多領域研究專題，歡迎大學

部學生依各教師研究室提供之

專題題目，選擇有興趣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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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或延申主題)加入研究、接受

訓練、學習研究方法，各研究室

亦提供學生助學金獎勵，積極

爭取本校優秀之大學生申請本

所五年一貫學，以達成每年持

續招生之效益。 

海工系 本級生僅 17 人已有 7 位推甄錄取

他校，1 位錄取本校河工系五年一

貫。 

請班導師多鼓勵學生報考本校

碩士班。 

資工系 本年度學生選擇直接就業人數較

多，相對報考研究所的人數較少，

因此本校報考人數較少。 

為提高學生就讀五年一貫學程

以及報考研究所之意願，本系

特別於 12 月辦理碩士班招生

說明會，說明會學生人數達 44

人次，期望藉此吸引優秀學生

繼續就讀。 

通訊系 因少子化因素以及本年度教育部

增加資通訊人才招生 20%雙方面

衝擊下，且經調查本系同學畢業流

向，發現已有 28 位同學考上中字

輩以上學校(如台大、清大、交大、

中央)，導致本系畢業學生註冊人

數下降。 

持續宣傳五年一貫，並和在校

生保持良好互動，吸引在校生

留校就讀。 

光電系 1. 目前受少子化的影響，頂大的研

究生錄取較以往容易，造成本校

學生報考及至本系就讀的學生

數變少。 

2. 本系第 2 屆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總計 17 人(原招生人數為 30

人)，故報考者會較往年減少。 

1. 積極至本校相關學系宣傳，

鼓勵本校學生可以跨系所

就讀“學碩 5 年一貫”。 

2. 本系大學部招生員額自 110

學年度起增加至每年 40 人，

相信未來的招生狀況會更

入佳境。 

應經所 1. 本校以海洋科學及理工為

發展重點之大學，因此本

所較難成為學校主流學術

單位。 

2. 本所無直接相關之大學部

學生，故報考本所且獲錄

取之本校生，仍是選擇自

己專長系所為優先。 

1. 透過五年一貫方式吸引本

校理工學生就讀，由於本

所課程仍需要部份的數理

分析，故具有數理背景之

理工學生在學習上將具有

明顯的優勢。 

2. 積極參與校內其他相關系

所經濟相關課程，藉以讓

相關大學部學生均可報考

本所，進而使生源增加。 

3. 請本所老師於赴其他系所

授課時，協助宣傳招生。 

教研所 本所係獨立所並無大學部，且本校

學系主要以「海洋海事水產」特色

學系及理工學系為主，並無教育相

關學系，故在校內招生部分較為不

利。 

持續加強校內招生宣傳。 

海洋政策

碩士學程 

本學程修業期滿頒授「政治碩

士」，與學生於學術生涯規劃及

一貫之學術興趣之培養有落差，

也不及法律碩士在就業市場有競

爭力，致學生選擇報考或就讀法

律研究所。 

1. 109 學年度仍採全院聯招，

學生報名繳一次費用可選

填 2 個志願，增加學生報名

意願。 

2. 本學程分別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及 110 年 1 月 8 日舉辦

校內招生說明會，加強宣

傳。 

3. 本學程擬更名為「海洋法政

碩士學位學程」及修業期滿

原取得「政治碩士」，在修

習足夠法律學分下頒授「法

律碩士」，業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於 109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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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舉辦公聽會，並交由研發處

企劃組循行政程序陳報教

育部審議。 

1-6 辦理系所特色營隊數/總

人數 

教務處 因 COVID-19 疫情於 109 年 2 月

爆發，在疫情越來越嚴峻的情況

下，各學系因擔心校園傳染風險，

紛紛決議停辦 109 年暑期營隊，僅

剩電資學院在遵守政府防疫規範

下持續辦理營隊活動。 

擬訂本校 109 年暑期營隊防疫

應變措施提供系所使用，並期

疫情趨緩後遵守防疫規定縮減

辦理。 

商船系 原預計於 7 月 27-30 日辦理，因

疫情因素，緊急於 6 月確認取消

辦理。 

報名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2020 海

大商船營-不能說的秘密-維多利

亞-103728191238216/ 

 

航管系 因疫情持續攀升，為避免人群聚

集，故停辦此活動。 

待疫情結束，本系會於暑假期

間持續舉辦此營隊活動。 

運輸系 因新冠肺炎關係取消辦理。 若新冠肺炎狀況有好轉，將會

辦理相關運輸營隊。 

輪機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辦一次。  

經管系 本系全系學生人生僅約 112 人，且

大二學生須於馬祖校區就讀一學

年，基隆校區人力較不足，較難辦

理營隊。 

本系全系學生人生僅約 112

人，且大二學生須於馬祖校區

就讀一學年，基隆校區人力較

不足，較難辦理營隊。 

食科系 本年度因為疫情關係取消所有營

隊活動 

除疫情影響外，因應社會改變

學生不需要再透過營隊活動取

得資訊，未來擬將取消辦理營

隊活動。 

養殖系 因疫情關係停辦「2020 養殖生物

科技營」。 

待疫情減緩或可控，會持續辦

理「養殖生物科技營」。 

生科系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營

隊活動考量參與人數與疫情發展，

為防止群聚與疫情擴大而暫停辦

理。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未來考慮建置線上科學營

以線上數位課程模式設計規

劃，以應變全球日益嚴峻疫情。 

環漁系 2020 年因世界疫情關係(COVID-

19)配合 CDC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政策配合取消活動聚會降低疫情

擴散及感染率。 

俟新冠肺炎疫情現況，再辦理

特色營隊。 

海洋系 原訂辦理之「2020 年海洋科學營」

營隊活動，因應武漢肺炎防疫停

辦。 

規劃中之「2021年海洋科學營」

營隊活動，視武漢肺炎疫情而

定。 

應經所 本院未再辦理潮海遊特色營隊，今

年因應疫情，故仍需以為安全為主 

本所績極配合人社院相關活

動，若有需支援之營隊或活動，

本所仍將鼎力協助。 

海文所 本所歷年辦理潮海遊營隊，均為配

合人社院協辦，惟原由人社院主辦

之潮海遊系列營隊轉由 USR 計畫

承辦，109 年度該計畫並無辦理營

隊活動，故本所未能持續協助辦

理。 

若人社院或相關系所未來有辦

理營隊活動，本所將積極協助

及支援。 

文創系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政府

及學校政策，停止辦理大型集會活

動。 

如疫情趨緩，將會如期辦理。 

觀光系 受疫情影響無法舉辦營隊。 等疫情結束後，將持續舉辦營

隊活動。 

法政系 本系未辦理營隊。 未來將辦理營隊，讓高中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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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生更加了解本學程。 

1-7 各系與高中聯結度(包括

說明會、舉辦活動及文

宣等) 

養殖系 因停辦營隊，無寄送營隊活動文宣

及系簡介至全國各高中職校。 

待疫情減緩或可控，會持續辦

理「養殖生物科技營」，並恢復

寄送營隊活動文宣及系簡介至

全國各高中職校。 

環漁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盡可能減少

人員的接觸。 

俟疫情狀況再指派教師前往高

中職學校進行說明會或文宣。 

海洋系 原規劃辦理之 2 場高中招生說明

會及蒞系參訪活動，因應武漢肺炎

防疫停辦。 

視武漢肺炎疫情發展而定。 

造船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多數高中取

消參訪行程。 

俟疫情穩定後再恢復正常辦

理。 

文創系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政府

及學校政策，停止辦理大型集會活

動。 

如疫情趨緩，將會如期辦理。 

法政系 未至高中辦理說明會等活動。 未來將加強與高中端交流，多

宣傳本系特色以利招生。 

1-8 各系所與新生家長互動

場次 

商船系 因疫情因素取消辦理。 因疫情因素取消辦理。 

航管系 學校原定於 109 年 05 月 09 日舉

辦「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活

動，但因疫情日趨嚴重，避免室內

空間人群聚集，故學校招生組告知

系上停辦此活動，校方改以播放錄

製影片的方式進行，系上因此無法

現場與新生及家長進行互動。 

待疫情結束，系上會持續配合

校方相關活動，把握與新生及

家長進行互動。 

運輸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 2020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改為線上方

式。 

待疫情結束系上將配合校方相

關活動辦理。 

輪機系 應校長要求，自 109 學年開始僅開

辦新生入學說明會暨新生家長日。 

因自 109 學年度開始僅辦一場

活動，將加強活動的豐富程度。 

經管系 配合本校招生組辦理之家長說明

會，考量活動重複性，109 年起合

併 5 月份之 Hi!Young 新鮮人說明

會，於 8 月份辦理共計一場新生家

長日。 

如上述說明，未來將配合學校

合併新生辦理活動。 

食科系 因疫情關係學校取消五月新生家

長日，只辦理一場次的新生家長日

活動 

配合學校辦理活動，修改未來

績效指標 

養殖系 原先預訂於 109 年度 5 月舉辦之

「新鮮人說明會活動」，因疫情關

係，學校停辦。 

未來配合學校辦理場次辦理。 

生科系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考

量參與人數與疫情發展，為防止群

聚或疫情擴大為由而暫停辦理 5

月「2020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

會」活動，改採全校線上新鮮人說

明會方式進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以線上直播新生家長系所

說明會方式進行，以應變全球

日益嚴峻疫情。 

海洋生技

系 

共有 29 位新生家長參加。 因疫情關係停辦 5 月份新鮮人

說明會。 

環漁系 原定 109 年 5 月辦理新生及家長

說明會，因 2020 年疫情關係

(COVID-19)配合CDC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政策配合取消大型活動聚

會降低疫情擴散及感染率，待疫情

稍緩亦配合 CDC 中央疫情指揮中

俟新冠肺炎疫情現況，再辦理

新生及家長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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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心政策規範舉辦互動場次。 

海洋系 2020 年 4 月原訂配合教務處招生

組舉辦之「2020 HI-Young 說明

會」，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停辦，故

全年度僅完成有 1 場。 

2021年視武漢肺炎疫情發展而

定。 

環態所 因應 COVID-19 疫情暫停辦理室

內活動，避免群聚感染。 

 

機械系 因疫情影響，配合校方決定，取

消 Hi Young 新鮮人說明會。 

待疫情減緩，配合國家政策，

逐步恢復各項交流活動。 

造船系 原定於 5 月份舉辦之新生說明會

因新冠肺炎緣故取消。 

俟疫情穩定後再恢復正常辦

理。 

光電系 今年度因新冠肺炎的影響，很多大

型的群聚活動都取消或避免辦理；

所以今年本系只舉辦 1 場新生說

明會。 

本系及時加強了網頁上資料的

豐富度及正確性，讓大家更認

識及了解本系。 

法政系 因受疫情關係影響，未辦理新鮮人

說明會。 

未來將辦理新鮮人說明會，讓

學生多加了解本學程。 

2 國 

際 

化 

2-1 國際合作計畫件數及金

額 

食科系 因疫情關係國際交流減少，因此無

法完成合作機會。 
待疫情過後，繼續努力。 

養殖系 原預定執行之 2020 年帛琉共和國

農漁業輔導計畫（預估 50 萬美元）

延後執行。 

近期計畫即將執行，另持續鼓

勵教師們申請國際合作計畫。 

生科系 教師著重於與國內學術單位研究

合作，較少與國際單位洽談合作

事宜。 

鼓勵教師赴國外參訪、演講、

參加國際研討會進行學術研究

交流，藉以增加與國際單位之

學術研究合作機會。 

海生所 本所教師有申請科技部計畫，但未

獲補助，另因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緣

由，影響國際合作。 

鼓勵本所教師有機會積極進行

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 

海資所 本年度執行之國際合作計畫金額

無達到預定金額。 

透過參加學術研討會等方式，

加強本所之國際知名度。與特

定國家之研究單位，就特定議

題建立常態性之連繫，以逐步

建立共同合作研究之機會。 

共教中心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暫無國際合作

計畫。 

待疫情趨緩，將積極鼓勵教師

申提國際合作計畫。 

2-2 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國際期刊篇數 

商船系 本學系教師與國內學者合作頻繁，

轉而減少與國外學者合作關係，但

仍保持學術交流。 

持續鼓勵本系教師與國外學者

合作 並以共同發表期刊著作

為目標。 

輪機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老師較少與

國外學者專家有交流 

加強與國外學者專家共同發表

國際期刊 

海生所 因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緣由，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及教育部的

規定，本校教職員工生原則上暫

緩出國研習、開會、旅遊、研修

等相關行程，減少合作的機會。 

待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控制

良好後，本所教師將會持續努

力尋求國際合作的機會。 

2-8 該年度報考英檢人數 商船系 英文已經屬於大家共同的第二外

語，英文檢定已算是同學對於自我

英文程度的一種認證，故許多同學

在入學前就考過英語檢定。 

設置獎勵措施，鼓勵同學踴躍

報考，以追求更精進的成績。 

運輸系 本系因學生多在高中時已參加英

文檢定且達學校所訂的英文門檻，

先前預定之人數過高，造成多年均

未達所訂之目標。 

擬於系發與系務會議討論此項

績效指標是否調降人數。 

海工系 有部分學生成績不理想，想考理想

的成績後，再上傳系統。 

請各年級班導師多鼓勵學生報

考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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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應英所 本所學生於報考本所入學考試時，

須檢具英語文能力檢定資料，且畢

業前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

級之英文畢業門檻，故大多數學生

於入學前皆已參加英文檢定考試，

且部分已達英文畢業門檻。 

未來持續配合學校政策，鼓勵

學生報考。 

海洋政策

碩士學程 

學生入學前或已通過英檢。  

2-9 該年度通過英檢人數 商船系 此學年參與英檢考試人數較往年

少僅有 105 人，通過人數為 74 人，

約為考試人數 7 成，與往年差不

多。 

鼓勵同學多多參與英文相關課

程，預計設立獎勵機制以引導

同學增進自我語言能力。 

運輸系 因學生多在高中時已參加英文檢

定且達學校所訂的英文門檻，造成

報考人數過少故通過英檢人數也

少，先前預定之人數過高，造成多

年均未達所訂之目標。 

擬於系發與系務會議討論此項

績效指標是否調降人數。 

海洋系 因應武漢肺炎防疫，學生報考意願

低落。 

鼓勵學生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宣導，作好防疫措施後仍可

安心應考。 

海資所 大部分學生已於大學時期通過英

文檢定考試，報考人次較少。 

鼓勵未報考英檢學生積極報

名，另也鼓勵通過英檢之學生

向更高階挑戰，所上也對報考

英檢及通過英檢學生設有獎學

金鼓勵，也鼓勵學生增強英文

實力。 

海工系 有部分學生成績不理想，想考理

想的成績後，再上傳系統。 

請各年級班導師多鼓勵學生報

考英檢。 

應經所 本院公告「提升國際化補助要點」，

其中包括：補助本院研究生在學期

間參加英語檢測報名費新臺幣伍

佰元，本所亦訂有「學生提昇英文

能力獎勵要點」期能藉此，持續鼓

勵學生提升自我外語能力，增加國

際競爭力。 

學生應積極參與英文檢定，並

認真準備。 

應英所 本所學生於報考本所入學考試時，

須檢具英語文能力檢定資料，且畢

業前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

級之英文畢業門檻，故大多數學生

於入學前皆已參加英文檢定考試，

且部分已達英文畢業門檻。 

未來持續配合學校政策，鼓勵

學生報考。 

海洋政策

碩士學程 

學生入學前或已通過英檢。 本校目僅有日間學制學士班學

生參加英文檢定考試補助及獎

勵補助，可否將碩士班列入，以

增加報考及通過意願。 

3 縮短 

學用 

落差 

3-1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數 養殖系 原開設於大四(為期四個月)之「水

產養殖產業實習」，因疫情影響，

中途停開。 

待疫情減緩或可控，再開設產

業實習課程。 

通訊系 因本系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為準

備研究所考試，願意到企業實習意

願較低，因此實習課程開設少 1

門，轉而鼓勵碩士班同學進行企業

實習。 

1. 持續鼓勵同學參與企業實習

外，並辦理實習心得分享會，

讓同學更加了解實習的目的

及優點，增加同學參與實習

的意願。 

2. 與企業結盟，推動碩士班同

學進行企業實習，落實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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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致用。 

3-2 校外實習學生人數 教務處 因 COVID-19 疫情於 109 年 2 月

爆發，在疫情越來越嚴峻的情況

下，各學系因擔心校園傳染風險，

紛紛決議停辦 109 年暑期營隊，僅

剩電資學院在遵守政府防疫規範

下持續辦理營隊活動。 

擬訂本校 109 年暑期營隊防疫

應變措施提供系所使用，並期

疫情趨緩後遵守防疫規定縮減

辦理。 

商船系 1. 因疫情因素，以下原定期程皆

取消辦理： 

2. 109年8日原定安排一年級學生

共計110人至台華輪進行第一

階段實習。 

3. 109年6-7月至中國集美大學育

德輪、武漢理工實習船及大連

海事大學育鯤輪進行實習交

流。 

4. 109年原定於3月起陸續至校外

進行海上進階實習的學生共計

有20名學生被迫取消。 

本系正積極與航商溝通，配合

防疫措施，積極安排學生至校

外實習。 

運輸系 因新冠肺炎關係暫停辦理暑期校

外實習，僅辦理學期與全學年的實

習。 

待疫情好轉後再由系上討論是

否再辦理基隆至廈門中遠之星

暑期實習。 

輪機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及家長顧慮影響

有意願參與實習學生不多。 

將於疫情過後再大力宣傳學生

參與。 

食科系 1. 因暑假增開創新創業研究所課

程，提供大三及大四同學選讀，

許多學生因參加研究所課程而

取消實習。 

2. 因疫情部分企業取消實習機會。 

配合學校實習輔導組的安排，

增加校外實習的資訊與名額選

項，以提高學生實習的意願。 

養殖系 原開設於大四(為期四個月)之「水

產養殖產業實習」,因疫情 3 位前

往產業實習之同學中斷實習，中途

停開本課程。 

待疫情減緩或可控，再開設產

業實習課程，持續鼓勵同學前

往實習。 

海洋系 109 年因應國內武漢肺炎疫情影

響，學生參與暑期校外實習之意願

略微下降。 

110 年規劃校外實習及修課人

數，將視武漢肺炎疫情而定，並

作彈性規劃調整。 

機械系 109 年 Covid-19 疫情影響暫停各

項國外實習，且因疫情影響減少國

內廠商及學生國內實習合作意願。 

待疫情減緩，配合國家政策，逐

步恢復各項交流活動。 

造船系 由於 109 年度新冠肺炎肆虐，導致

學生參加實習意願不高，實習單位

也有疑慮，加上台船決定取消暑期

實習，故實習的名額減少了許多。 

本系積極尋求新的合作實習單

位，一方面爭取名額，一方面也

積極鼓勵大三大四學生於寒暑

假期間前往實習，以增加對產

業的認識。 

海工科技

博士學程 
學程前身為「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

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

畫」，此計畫係針對產學鏈結，故

安排相關實習。計畫 108 年 7 月結

束後，學程便不再有校外實習。 

新一期程校務發展計畫不再訂

定本項目標值。 

海工系 本學程係排定升大四暑期及大四

學年度至企業實習，帷 106 級學

生總計僅 17 員生，已有 13 員生

於大四暑期及 1091 至企業實習。 

請班級導師鼓勵學生參與校外

實習。 

電機系 因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影響，暫緩

校外實習安排。 

待疫情獲得緩解後，再安排學

生至校外實習。 

光電系 本系學生因課業及研究上頗為繁

忙，故在校外實習的活動上較無參

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外實習的機

會，藉以讓學生能擴展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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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衡量指標 
落後 

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項目 序號 項目 

加動力。 視野及想法。 

師培中心 師培中心招生名額僅中學 21 名、

小學 20 名，故修習教學實習相關

人數無法達到預期目標。 

未來將調低目標值。 

3-3 系所與產業結盟數 輪機系 部分產業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對

於結盟意願不高。 
將於疫情過後再多遊說產業結

盟。 

海洋系 漢肺炎疫情影響，廠商及相關機構

考量防疫措施，能夠提供的實習名

額和支援之人力物力縮減。 

視國內武漢肺炎疫情而定，作

彈性規劃調整。 

海工系 疫情影響。 鼓勵本學程教師多與相關產業

接軌。 

3-4 創業課程數與修習人數

(課程數/修習人數) 

經管系 因部分學生轉系、轉學，以致選課

人數不足 30 人。 

課程將開放外系學生選課，讓

有興趣的學生皆有機會在創業

領域有更深入認識。 

海生所 本所無創業課程，所以無修課的學

生。 

鼓勵本所老師開授創業課程。 

共教中心 1. 教師因個人生涯規劃，故無開

課。 

2.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部分教師

(例如：黃老師)於國外無法回校

開課。 

3. 三創學程配合博雅通識課程開

課，因通識課程開課數較多，故

部分未達修課人數下限之課程

未開課，致開設門數不足。 

持續規劃開設創新創業相關課

程，包含基礎課程、核心課程，

同時宣傳相關創新創業課程及

競賽活動。 

3-5 與業界合作的學生專題、

創作成品及碩博士論文

數 

海工科技

博士學程 

學程博士生不多，故論文數較少。 鼓勵應屆學生如期完成論文。 

教研所 本所有部分學生因兼修教育學程

課程，故延畢情形較多，1082 學期

及 1091 學期畢業生人數較少，撰

寫與高級中學以下學校相關論文

篇數未能達到目標值。 

持續鼓勵學生撰寫與高級中學

以下學校相關論文。 

3-6 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隊

數/人次) 

商船系 因疫情因素，校外性活動競賽皆取

消辦理。 

因疫情因素，校外性活動競賽

皆取消辦理。 

航管系 109 年過年後，疫情持續攀升，配

合防疫政策，避免人群聚集，故主

辦方停辦相關競賽。 

待疫情結束，系上會再提醒學

生注意相關競賽訊息並鼓勵踴

躍報名參加。 

運輸系 因疫情關係交通盃與大航盃均取

消辦理，本系系隊無法去參加比

賽，故參加人次驟減。 

本系學生於體育競賽上皆熱情

參與，待疫情好轉，各賽事重新

舉辦，本系學生將組隊參與。 

輪機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內外校外

性競賽僅佔少數。 
將於疫情過後再多遊說學生參

與。 

經管系 未有學生參與相關校外競賽。 加強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養殖系 學生每年均會全國大專生物盃團

體競賽：包括男籃、女籃、男排、

女排、壘球及桌球等團體項目；但

因疫情影響，109 年全國大專生物

盃停辦，故人數比往年減少許多。 

待疫情減緩，競賽重新辦理，將

再繼續參加。 

生科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暫停

相關競賽活動。 

待疫情結束，鼓勵學生踴躍參

與校外性競賽。 

海生所 因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緣由，依

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指示及教育部的規

定，本校教職員工生原則上暫緩出

國研習、開會、旅遊、研修等相關

待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控制

良好後，將積極鼓勵學生參加

校外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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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主要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 序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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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原本從 102 年開始，每年參

加的「水環境科學高校聯盟會議」

也因疫情關係取消此會議。 

環漁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辦學生參加大

生杯、大環盃球類競賽活動。 

俟新冠肺炎疫情現況，再鼓勵

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活動。 

海資所 本年度因疫情因素導致學生發表

之研討會取消或改成線上形式，學

生無法實際參與壁報競賽及活動。 

待疫情平緩或結束後，鼓勵學

生持續關注校外競賽項目，並

及及參與。 

環態所 因應 COVID-19 疫情暫停辦理室

內活動，避免群聚感染。 

 

機械系 機械系 109 年參賽隊數雖超越目

標值，但參賽人數不如預期。 

轉知教師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競

賽。 

造船系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故各種競

賽紛紛停辦或是延期。 

俟疫情受控制或是整體狀況改

善後，若各式競賽開始舉辦後，

將積極鼓勵本系師生參加相關

競賽。 

通訊系 本年度多由同學個人報名參與競

賽，因而比賽隊數增加，人次則略

減。 

1. 鼓勵同學參與除個人競賽

外，亦可組隊，參與校外團

隊競賽。 

2. 由教師協助，主動引導同學

藉由專題實作，參與校外比

賽。 

光電系 今年度因新冠肺炎的影響，很多校

外性競賽皆取消舉辦，故學生無法

參與。 

待新冠肺炎問題告一段落，鼓

勵同學積極參加校外性競賽，

可以為校爭光。 

教研所 研究生或因工作忙碌或因修業年

限較低，無暇參加校外性競賽。 

本所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人數不

少，持續透過師培課程鼓勵學

生組隊參加教育相關競賽。 

師培中心 未有學生參加校外性競賽。 持續鼓勵學生組隊參加教育相

關競賽。 

4 研 

究 

特 

色 

化 

4-1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論文總篇數 

輪機系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及兩位專任

教師退休導致投稿篇數下降。 

鼓勵老師多做研究，參與學術

發表。 

造船系 因應政府推動潛艦國造的政策，

本系教師近年來承接很多相關計

畫，因潛艦相關計畫簽有保密協

定，故無法發表期刊論文。 

俟相關計畫保密期限期滿即可

發表，亦會鼓勵本系教師多多

發表期刊論文。 

海工科技

博士學程 

本學程無專任師資，合聘老師所發

表論文仍屬原主聘系所成果。 

鼓勵博士生與指導老師共同發

表論文時，指導老師之發表系

所標註本學程。 

文創系 老師雖有發表文章，但皆未收入

SCI 等相關期刊。 

會請教師以 TSSCI 或 THCI 

Core 等人文期刊積極投稿。 

海法所 本所教師雖多有投稿於各類期刊，

但收錄於 SCI/SSCI/TSSCI/THCI 

Core/EI 中之論文篇數仍有不足。 

未來仍鼓勵教師多投稿，以提

昇本所研究能量。 

4-2 SCI/SSCI/TSSCI/THCI/EI

論文歷年被引用次數 

海工科技

博士學程 
本學程無專任師資，合聘老師所發

表論文仍屬原主聘系所成果。 

鼓勵博士生與指導老師共同發

表論文時，指導老師之發表系

所標註本學程。 

文創系 未發表相關論文。 請老師積極投稿相關期刊。 

4-3 計畫總件數與總金額/與

海洋相關之計畫件數及

金額 

商船系 本系近年來部分專任教師退休，皆

聘任教學型專案教師補實，擬可能

致使本系於研究發表上有所影響，

且本系教師經常與海事發展研究

中心合作計畫，故對於本系自我提

昇計畫產能有所影響。 

本系擬積極鼓勵教師與業界合

作，並舉辦教師成長分享座談，

藉由資深教師分享教學與研究

經歷、協助與支持，進而達成新

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精進之目的，以提升本系教師

申請各官方部門或產業公司合

作計畫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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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系 因本次老師所接之計畫相對金額

比預定高，所以件數上未達所訂目

標。 

擬於系務會議討論，重新訂定

目標值。 

海生所 本所計畫總件數超越，計畫總金額

距離目標差 877 萬元，礙於新冠肺

炎病毒疫情，導致政府撥下來的經

費減少，影響目標值。 

待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控制

良好後，本所教師將積極申請

計畫。 

食安所 食安所專任教師於 109 學年度第

一學期全數到位，仍有計畫尚在申

請中 

日後會朝預定目標努力。 

鼓勵教師提出更多研究計畫。 

海資所 本年度計畫金額達到預期，但總件

數少兩件，因本所專任師資目前僅

5 位，且劉光明教授於鯊魚永續研

究中心承接 2 件農委會計畫，金額

計 1,030,000 元，並未列計於本所

計畫列表中。 

積極補聘師資，增加本所研究

能量，並鼓勵教師積極投標及

承接研究計畫。 

海工科技

博士學程 

學程無專任老師，故無專屬成果。 學生與指導老師共同投稿時，

鼓勵合聘老師將系所名稱掛在

博士學程以增加曝光率。 

教研所 海洋相關計畫件數符合目標值，惟

總金額未達標準值。 

持續鼓勵老師踴躍申請海洋教

育相關計畫。 

4-4 專利件數與技轉金額 海生所 實際目標值之專利件數是 0 件，故

無技轉金額。 

鼓勵教師提出專利申請、技術

的轉移與增加廠商互動的機

會。 

機械系 專利案件申請曠日廢時，無法掌握

獲得專利之年度。 

鼓勵本系教師積極申請專利。 

光電系 專利審查時程通常須經數年，時程

難以掌控。有部分申請案仍未核

定，或核定時間不定，造成預估差

異。 

未來將在會議中鼓勵老師對研

究成果提出申請案，所上也將

通過會議紀錄或辦法，對教師

申請維護專利相關費用，一律

支持分攤，無須以個案批駁。 

5 校務

研究 

5-1 節能措施(節省電量) 總務處 一、新增建物及空間增加以致增

加用電量: 

1、本校新建海洋生物培育館於

109 年 12 月正式啟用，設置

儀器及養殖設施等設備，提

供海洋生物、水產科技等相

關研究與產學之用，相關研

究設備增加用電量。 

2、本校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

建工程、聲學實驗中心新建

工程等，施工所需用電以致

增加用電量。 

二、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有關會議室及密閉空間，召

開會議或課程時，為能使室

內環境通風換氣在不關閉門

窗及開啟冷氣時而增加用電

量。 

一、逐年建置完善能資源管理

系統，先期目標為將逐步

建置各館樓教室空調設備

配合課表開啟電源，減少

非授課時的空調用電，後

期朝向將全校空調設備納

入能資源管理系統內進行

需量控制。 

二、汰換校區公共區域及體育

場館等處 LED 照明燈

具，日後照明故障更換為

LED 節能燈具。 

三、鼓勵各單位視所屬經費與

冷氣機勘用狀況，逐步汰

換使用逾 9 年以上之冷氣

機，需採購具節能、環保

標章之冷氣機，並依行政

院所定最低溫度設定。 

四、賡續執行行政院頒佈「政

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

動計畫」，節約用電、用

水、用油，以達節能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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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行政單位爭取外部經費 總務處 一、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於 109 年 9 月 23 日核定補助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

及節水技術計畫」－「108-

109 年度雨水貯留系統建設

計畫」案，補助本校新台幣

339 萬 6,937 元整，實施範圍

為海工實驗室屋頂雨水回

收、儲水、再利用於海工實

驗室的沖廁與實驗用水。 

二、本案在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簽訂「代辦雨水貯

留系統設施工程協議書」時

已先行確認經費可以辦理保

留且於明(110)年度完工。但

經濟部水利署又於 109 年 10

月 22 日會議紀錄裁示，本案

務必於今(109)年年底前完

工。 

三、由於本案在「代辦雨水貯留

系統設施工程協議書」簽訂

後，須規劃設計(設計監造

標)後再辦理工程發包，且工

期至少 60 天，經檢討無法於

109 年底前完工，故而辦理

撤案。 

持續積極爭取外部經費。 

 

 

四、其它事項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