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3 其他與學校績效表現有關之訊息

一、教研與學術成果 
 
（二）教師研究能力 

101-103 年度 件數/人次 

科技部研究計畫 12 件 

外部研究計畫 8 件 

補助教師進行小型研究專案 22 件 

補助教師研究社群 7 件 

獎勵教師發表學術論文 16 人次 

鼓勵教師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16 人次 

 
104-105 年度 件數/人次 

科技部研究計畫 11 件 

補助教師進行小型研究專案 23 件 

補助教師研究社群 6 件 

獎勵教師發表學術論文 7 人次 

鼓勵教師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17 人次 

補助教師進行課程發展專案 5 件 

 
106-108 年度 件數/人次 

科技部研究計畫 17 件 

補助教師進行小型研究專案 24 件 

補助教師研究社群 11件 

獎勵教師發表學術論文 18 人次 

鼓勵教師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7人次 

補助教師進行課程發展專案 17 件 

 
 



109 年度-111年度 件數/人次 

  教育部研究計畫 2件 

科技部研究計畫 12件 

補助教師進行小型研究專案 22件 

補助教師研究社群 5件 

獎勵教師發表學術論文 13人次 

補助教師進行課程發展專案 10件 

 
 
（三）103-109 學年度本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情形 

 
 年 

份 
研討會名稱 主題 內容 

 
校 

 
103 兩岸社區教育

金門論壇 

兩岸社區教 
育：現況與前 
瞻 

邀請福建、浙江及河南等廣播電
視大學及國內遠距教育與會。 

 
 
系 

 
 
103 

 2014「台灣中堅企業全球致勝策略」研討會 
 2014「全方位成功」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冠甲天下誰與爭鋒－台灣企業蛻變之路」研討會 
 2014 法律扶助國際論壇 
 「樂活心」產業國際研討會 

 
年度 會議名稱 主題 成果 

 
 
 
 
104 

2015 遠距教育國際
學術研討會暨兩岸
四地開放教育研討
會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ance Education 
And Cross-Straits 
Conference on Open 
Education 

永續發展的開放和遠
距教育 
（Sustainable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1. 專題演講：2 場（英
文）。 
2. 論文發表：2 場，發表
中英文論文共 7 篇。 
3. 出席人數：共計  105 
人，包括日本、法國、泰
國、大陸、香港等遠距教
育領域之學者專家，也包
括國內大專院校及本校教
職員生等。 

 
 
 
 
105 

2016 遠距教育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ance Education 

開放及遠距學習的推
展：前瞻與創新 
（Advancing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Prospective and 
Innovation） 

1. 主題演講：3 場（英
文）。 
2. 中文論壇：1 場。 
3. 論文發表：3 場，發表
中英文論文共 11 篇。 
4. 出席人數：共計  110 
人，包括日本、新加坡、
印尼、大陸等遠距教育領
域之學者專家，也包括國
內大專院校及本校教職員 
生等。 



年度 會議名稱 主題 成果 

108 「大數據應用與校務

治理跨域對談」國際

與兩岸學術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
就大數據在產、學各
領域以及跨領域合作
之實務應用深入討
論。希望能透過本次
與國際學者及研究人
員之交流，提升對大
數據應用的認知，作
為校務發展的參考，
並同時增加本校國際
能見度。 

1.主題演講：1 場（英
文）。 
2.圓桌論壇：4場。 
為提升學術層次以期更豐富

與前瞻的視野，特邀請韓國

國 立 開 放 大 學 (Korea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教
授Prof. Kwang Sik Chung及
國內外專家學者就大數據在

產、學各領域以及跨領域合

作之實務應用深入討論。 
 

109 深化數位教學線上研

討會 
分享本校在防疫期間推

動遠距教學課程的經驗

與成效 

參加人數達420人 。 
協助從未或甚少接觸數位遠

距教學之教師提升數位教學

的信心，精進線上課程設計

與線上帶領技巧等各項專業

能力 
109 新冠危機vs.遠距學習

線上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Onlin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vs. Distance Learning 
 

邀請台灣當地與數位分

別來自不同國家的學

者，提供教學的方法、

資訊、技術和經驗，共

同分享在新冠病毒危機

下遠距教育的角色與功

能等相關重要議題，以

及這一段期間以來各國

抗疫的經驗與應變措施 

參加人數達388人 ，參與者

包含大學院校教師、碩博士

生；另還有考試院、保訓

會、文官學院、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等公部門參與，全日

登入會議達450人次。此外

本次會議之中文場次，皆配

置手語翻譯以服務聽覺障礙

人士 
110
  

「當數位學習遇上

AI」研討會 
為普及數位學習知識並

擴展學習視野，「當數

位學習遇上AI」研討

會，主題包括「AI思
維與創新」、「從傳統

到現在-AI的教與學新

契機」、「AI學習最

佳化」及「AI與教育

科技發展的未來性」 

對數位學習議題有興趣之人

士，實體與Webex線上會議

混合進行，參加人數約241
人。 



二、產學合作辦理情形 
（一）學校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表 
 

106年 107 年 108 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43,962,959 59,199,443 49,201,912 84,309,503 45,802,563 9,239,000 

 
 
（二）106-110年產學合作辦理情形 

 
年度 計畫名稱 主持人/執行單位 

106 金門縣社區大學 李沛慶 金門中心 

106 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魏俊華 臺東中心 

106 暖暖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然  基隆中心 

106 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然  基隆中心 

106 臺中市甲安埔社大 劉仲容 臺中中心 

106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劉仲容 臺中中心 

106 樹林社區大學 王義榮 樹林社大 

106 創新育成中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款 吳政穎 創新育成中心 

106 澎湖縣社區大學-縣府委辦費 李文祝 澎湖社大 

106 

USR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種子型A類-新住民、導遊與宗教人員的

相遇-共創蘆洲區寺廟慶典風華 
 

張樑治 
 

生科系 
 

106 
教育部補助106年度磨課師系列課程-南
向計畫 

劉嘉年 媒體處 

106 
106學年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

大學專案 
 

李淑娟 
 

生科系 
 

106 
106年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計劃 
沈佳姍 
陳德馨 人文學系 

106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長照制度之文獻

探討」勞務採購招標 林谷燕 社科系 

106 
106年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機構-國立空

中大學計畫 
黃慈 終身學習推展中心 

106 
「106年照顧服務員數位課程置入長期

照顧數位學習平台案」 唐先梅 資訊科技中心 

106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第8期營運計

畫--專案營運認證審查 
林高永 數位認證中心 

106 
甄選大學校院研發原住民族家庭教育方

案計畫-「開啟幸福」方案 張歆祐 生科系 



年度 計畫名稱 主持人/執行單位 

106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 魏俊華 台東中心 

106 
甄選大學校院研發原住民族家庭教育

方案計畫-「開啟幸福」方案 張歆祐 生活科學系 

107 金門縣社區大學 李沛慶 金門中心 

107 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魏俊華 臺東中心 

107 樹林社區大學 王義榮 樹林社大 

107 澎湖縣社區大學-縣府委辦費 李文祝 澎湖社大 

107 創新育成中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款 吳政穎 創新育成中心 

107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機構-國立空中大

學計畫 黃慈 終身學習推展中心 

107 
106年-107年營養促進數位學習課程翻新

及製作 
唐先梅 衛福部專案辦公室 

107 107年減糖30秒字卡影片更新案 唐先梅 衛福部專案辦公室 

107 
107年度「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

平臺服務營運」 唐先梅 衛福部專案辦公室 

107 
107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暨

保育人員及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 廖洲棚 推廣教育中心 

107 
107年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專業人

員在職訓練 廖洲棚 推廣教育中心 

107 臺中市甲安埔社大 劉仲容 臺中中心 

107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劉仲容 臺中中心 

107 
107學年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

大學專案 李淑娟 生科系 

107 
行政協助辦理「研發家庭教育進修課程

數位學習教材計畫」案 唐先梅 生科系 

107 
107年度「同儕支持員班數位課程製

作」 
許立一 衛福部專案辦公室 

107 
行政協助辦理「家庭教育專業課程數位

在職專班計畫」案 唐先梅 生科系 

107 
107年中高齡學生數位知能培力與在地

服務計畫 
陳松柏 研究發展處 

107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 魏俊華  台東中心 

108 金門縣社區大學 李沛慶 金門中心 

108 澎湖縣社區大學-縣府委辦費 李文祝 澎湖社大 

108 樹林社區大學 王義榮 樹林社大 



年度 計畫名稱 主持人/執行單位 

108 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吳勝儒  臺東中心 

108 創新育成中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款 吳政穎 創新育成中心 

108 長照人員繼續教育數位課程製作勞務 唐先梅 衛福部專案辦公室 

108 
大學深化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應用計畫

(第1期) 陳松柏 資訊科技中心 

108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第9期營運計

畫--專案營運認證審查 林高永 數位認證中心 

108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第9期營運計

畫--專案營運認證審查 陳定邦 數位認證中心 

108 臺中市甲安埔社大 劉仲容 臺中中心 

108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劉仲容 臺中中心 

108 108學年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

大學專案 李淑娟 生科系 

108 
監理資訊科業務類人員轉任資訊處理職

系專長訓練委外服務 陳松柏 推廣教育中心 

108 
108年度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計劃

案 陳松柏 推廣教育中心 

108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機構-國立空中大

學計畫 黃慈 終身學習推展中心 

108 
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專業人員CRC
教育培訓暨在職訓練計畫 陳松柏 推廣教育中心 

108 
研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家

庭教育數位學習課程計畫 唐先梅 生科系 

108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開發及推動策略

研究計畫 
劉嘉年 生科系 

108 磨課師新南向課程計畫 劉嘉年 生科系 

108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 劉明松 台東中心 

108 
客委會補助從日治古籍追尋台灣客家常

見疾病之研究初探 
沈佳姍  人文學系 

108 客委會補助蕭如松晚年水彩畫之研究 陳德馨  人文學系 

108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樂齡大學計畫  李淑娟 生科系 

108 108年度「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

平臺維運」  
許立一 衛福部專案辦公室 

109 金門縣社區大學 李沛慶 金門中心 

109 樹林社區大學 王義榮 樹林社大 

109 澎湖縣社區大學-縣府委辦費 胡俊傑 澎湖社大 



年度 計畫名稱 主持人/執行單位 

109 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吳勝儒  臺東中心 

109 創新育成中心 彭成義  創新育成中心 

109 
高雄中正高中生涯規劃學科中心工作計

畫-108年度製作未來想像與生涯路加深

加廣選修課程影片 
郭秋田 教學媒體處 

109 109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陳如山 
  

學務處 

109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第10期營運計

畫--專案營運認證審查 林高永 數位認證中心 

109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第10期營運計

畫--專案營運認證審查 陳定邦 數位認證中心 

109 
108年台灣漫畫研究計畫/漫畫的再創

造：劉興欽漫畫產業之研究 陳德馨 人文學系 

109 臺中市甲安埔社大 沈中元 臺中中心 

109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沈中元 臺中中心 

109 
研發與修訂親職教育「我和我的孩子」

各階段多元媒體教材及推廣行銷計畫案 唐先梅 生科系 

109 
大學深化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應用計畫

(第2期) 陳松柏 資訊科技中心 

109 
109年度家有寶貝新手父母婚姻育暨幼

兒親職教育補助計畫 張歆祐 生科系 

109 109年新北巿新住民關懷服務站 張歆祐 生活科學系 

109 
課程精進計畫:以革新-課程無障礙化為

主軸 許立一  研究發展處 

109 
運用新興學習科技精公務人員訓練之研

究  廖洲棚 公共行政學系 

109 法務部廉政署『一般公務機密法制化 呂秉翰 社會科學系 

109 線上餐旅管理課程的翻轉教室設計初探 薛景慈 生活科學系 

109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線上餐旅管理

課程的翻轉教室設計初探」 薛景慈 生活科學系 

110 樹林社區大學 王義榮 樹林社大 

110 澎湖縣社區大學-縣府委辦費 胡俊傑 澎湖社大 

110 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吳勝儒 臺東中心 

110 創新育成中心 吳政穎 創新育成中心 

110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第11期營運計

畫 陳定邦 數位認證中心 

110 臺中市甲安埔社大 沈中元 臺中中心 

110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沈中元 臺中中心 



年度 計畫名稱 主持人/執行單位 

110 
大學深化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應用計畫

(第3期) 陳松柏 資訊科技中心 

110 客籍畫家何肇衢藝術之研究 陳德馨 人文學系 

110 
教育部委辦研發家庭教育資源網站維運

計畫 張歆祐 生活科學系 

110 
「日治時期台灣客家醫界人士之基礎史

料建置及初步研究」 
沈佳姍 人文學系 

110 張秋台「台灣耕耘系列」水彩畫之研究 陳德馨 人文學系 

110 
「COVID-19疫情下台灣成人、青少年

孤寂、物質使用態度與心理健康之研

究」專案研究 
林烝增 社會科學系 

110 
「110年臺灣漫畫研究計畫」-陳弘耀漫

畫藝術之研究 陳德馨 人文學系 

110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機構-國立空中大

學計畫 黃慈 終身學習推展中心 

110 
國立空中大學課程精進計畫：以精實博

雅與多元無礙為主軸達成提昇品質、實

現公平以及導入科技之價值 
陳松柏 研究發展處 

110 
外交部【臺灣沙烏地阿拉伯華語文導遊

代訓】委外案 
陳松柏 數位華語文中心 

110 
僑務委員會110年度海外數位華語文推

廣計畫 陳松柏 數位華語文中心 

110 
「2021年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華語文研

習班(遠距視訊教學)」(第6梯次全球班)
採購案」 

陳松柏 數位華語文中心 

110 
109年度「婦女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專

業人員數位教材製作案 
郭秋田 教學媒體處 

110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校線上教學課程計

畫」 陳松柏 數位華語文中心 

110 
「2020年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華語文研

習班(遠距視訊教學)第3梯次至第7梯
次」(第4梯次全球班)採購案」 

陳松柏 數位華語文中心 

111 樹林社區大學 王義榮 樹林社大 

111 澎湖縣社區大學-縣府委辦費 胡俊傑 澎湖社大 

111 創新育成中心 吳政穎 創新育成中心 

111 臺中市甲安埔社大 沈中元 臺中中心 

111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沈中元 臺中中心 

111 
建構B2C優質品牌數位行銷及電子商務

策略規劃 劉佳蒨 商學系 

111 
推動原住民族政策座談會』之意見分析

及政策規劃案 黃之棟 公行系 

111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機構-國立空中大

學計畫 黃慈 終身學習推展中心 



年度 計畫名稱 主持人/執行單位 

111 111年度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研究計畫 陳德馨 人文學系 

111 
國立空中大學課程精進計畫：以科技、

AI與雲端智能打造開放無礙校園 
陳松柏 研究發展處 

111 製作雙(多)胞胎育兒知識教材 郭秋田 媒體處 

 
 
（三）本校與國內學術機構簽署合作計畫表 
簽署日期 合作單位 名稱 內容 

102.11.14 
國立交通大學、神
通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合作意向書 

1. 共同推動台灣開放式課程及
開放教育 之發展。 

2. 共同投入資源建構開放式課
程所需之數位學習環境。 

3. 針對政府開放式課程相關專
案共同爭取計畫，並分工合
作執行計畫。 

4. 針對承辦之開放式課程相關
計畫，進行其他能促進成效 
之行銷推廣工作。 

103.04.23 元培科技大學 交流合作協議書 教學、課程、科研、學生培訓合 
作事宜 



簽署日期 合作單位 名稱 內容 

103.06.09 國立交通大學 合作協議書 

合作營運「台灣全民學習平台」
亦稱「Taiwan Life」平台，共同
推動及建立臺灣的開放教育 
環境。 

104.07.07 國立清華大學 合作備忘錄 磨課師課程學分合作 

105.05.20 致理科技大學 合作備忘錄 
促進雙方學術交流、教學及研究

合作、促進終身及技職教育發展 

106.01.11 國立宜蘭大學 合作契約書 
1 課程跨校合作 
2 教材授權 

106.02.21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合作備忘錄 
教師跨校開課、學生跨校選課、

數位教材開發 

106.03.16 國語日報社 合作備忘錄 
1.雙方課程開發及遠距教學合作 
2.促進終身學習與兒少教育發展 

106.04.10 實踐大學 合作備忘錄 
1.學術交流合作 
2.跨校開課 
3.產學合作 

106.04.14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

公司 合作備忘錄 陸軍資料中心建置專案 

106.05.17 真理大學 合作備忘錄 
1.學術交流合作 
2.跨校開課 
3.產學合作 

106.05.18 銘傳大學 合作備忘錄 
1.學術交流合作 
2.跨校開課 
3.產學合作 

106.06.12 醒吾科技大學 合作備忘錄 
1.學術交流合作 
2.跨校開課.數位教材合作開發 
3.產學合作 

106.06.12 中國科技大學 合作備忘錄 
1.學術交流合作 
2.跨校開課.數位教材合作開發 
3.產學合作 

106.08.23 佛光大學 合作意向書 兩校共同推動課程、師資、學

術、學生等交流事宜 

106.11.16 南華大學 合作備忘錄 兩校共同推動課程、師資、學

術、學生等交流事宜 

107.03.06 朝陽科技大學 合作意向書 共同推動課程、師資、學術、學

生等相互交流事宜 

107.10.2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合作協議書 

1.資源共享 
2.人才交流 
3.產學合作 
4.教育推廣 
5.就業輔導 



簽署日期 合作單位 名稱 內容 

108.01.16 開南大學 合作協議書 

1.資源共享 
2.人才交流 
3.產學合作 
4.教育推廣 
5.就業輔導 

108.04.26 開南大學 
跨校選修碩士學

分課程合作協議

書 

1.跨校開設選修碩士學分課程 
2.師資及資源設備共享 

108.04.15 明新科技大學 合作協議書 

1.資源共享 
2.人才交流 
3.產學合作 
4.教育推廣 
5.就業輔導 
(效期：108.4.15-112.12.31) 

 
 
（四）本校與國外及中國大陸學術單位簽署合作計畫表 
簽署日期 合作單位 名稱 內

容 

103.10.24 河南廣播電視大學 交流合作協議
書 

1. 教師及管理人員交流 
2. 科學研究及學術交流 
3. 教材、學報、其他教學學術資料交流 
4. 學生培養 

104.01.10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 會談備忘錄 

1. 加強人員交往 
2. 開展勞動關係等專業建設合作 
3. 共用教學資源 
4. 加強學術交流和課題研究合作 
5. 積極推動合作事項落實 

104.01.12 福建泰寧縣 
社區學院 

合作意向書 
(討論稿) 

金門社區大學與福建泰寧縣社區學院 
合作 

105.07.24 印 尼  PT.Nusa 
Eduction 交流合作協議書 

共同推動台灣與印尼之橋教數位學習

環境 

105.10.31 日本放送大學 MOU 促進雙方學術交流、教學及研究合作 

105.11.01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 交流合作議定書 

1 教師與管理人員考察、訪學、交流 
2 學生培養交流 
3 學術交流與科學研究合作 
4 教師與管理人員培訓 
5 課程互換 
6 終身學習與社區教育合作交流 

106.01.25 雅加達臺灣學校 合作交流協議書 
1 師資交流計劃 
2 合作研發項目 
3 分享教育訊息和出版物 

106.04.18 泰國台商聯合總會 合作交流協議書 

1.共同營造雙方數位學習環境 
2.資源分享及產學合作 
3.共同爭取兩國政府專案計畫並分工
執行與推廣。 



簽署日期 合作單位 名稱 內
容 

106.08.09 泰國台商聯合總會 合作合約書、合

作備忘錄(副則) 

1.共同推動泰國台商企業培訓海外人
才或成立代訓專班 

2.雙方得以備忘錄方式為相關細節制
定副則 

3.雙方共同推廣「華語文師資培訓」
與「華語文基礎能力教學」兩系列
課程 

106.08.09 

泰國曼谷北部大學

(NORTH 
BANGKOK 
UNIVWRSITY,TH
AILAND) 

MOU 促進雙方學術交流、教學及研究合作 

106.08.25 法國華風中文學校 合作交流協議書 
1. 師資交流計畫 
2. 合作研發計畫 
3. 分享教育信息及出版物 

106.12.19 寧波廣播電視大學 合作議定書 

1.教師與管理人員考察、訪學、交流 
2.學生培養交流 
3.學術交流與科學研究合作 
4.教師與管理人員培訓 
5.課程互換 
6.終身學習與社區教育合作交流 
  (本約有效期2年) 

107.04.12 浙江廣播電視大學 合作議定書 

1.教師與管理人員考察、訪學、交流 
2.學生培養交流 
3.學術交流與科學研究合作 
4.教師與管理人員培訓 
5.課程交流 

107.06.22 浙江廣播電視大學 兩校培訓合作協

議書 

本校資科中心與浙江電大合作處簽訂
2018師資培訓協議書 
(協議書正本存教務處) 

107.08.20 越南河內大學 交流合作協議書 

1.教師與行政人員的相互訪問邀請 
2.國際學術活動的交流 
3.以研究和學術對話交流 
4.學術資源開發與共同研究 
5.教學與研究專案 

107.10.19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 Vietnam 

交流合作協議書 

1.教師與行政人員的相互訪問邀請 
2.國際學術活動的交流, 3以研究和學
術對話交流 
4學術資源開發與共同研究 
5.教學與研究專案 

110.09.28 日本放送大學 MOU 促進雙方學術交流、教學及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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