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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院組成

• 1974年成立「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

• 1997年更名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本校願景

• 「兼具科技創新與產業應用的國際化應用型大學」

工程學院

電資學院

23系所

管理學院

人社學院設計學院

應科學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師生情形

• 專任教師、兼任授課之業界專家與協同教學教師，師生比約1:20。

• 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比約55:45。

• 大學部學生組成，高中高職比約1:3。

• 外籍生占全校約9.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辦學成果

•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專刊「全球大學畢
業生就業能力」2015、2016排名全國第一，2016全球排名73。

• 教育部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99及100學年度，大學
畢業生薪資年複合成長率達16.3%，碩士畢業生薪資年複合成長率
達15.4%。

• 2016年亞洲大學排名，TIMES 28名，QS 50名。

• 2017年QS、TIMES世界大學排名在264~418。

• 2017年TIMES全球百大新興潛力大學排名59名，全國第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辦學成果

• 社會科學領域：2015年TIMES 109名，全國第一。

• 設計及教育領域：2017年QS學科領域排名51~100名。

• iF設計獎大學排名，連續5年世界第一。

• 2016年產學合作金額14.1億，為2006的2.7倍。

• 與非政府部門產學合作金額3億，為2006年的6倍。

• 2016年整體論文（SCI+SSCI+A&HCI）945篇，為2006年的2倍。



校務研究概念與資料庫架構



校務研究概念與資料庫架構─理論視角

• 本校校務研究之概念架構採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角度。

• 雙軌軸向：外部適應、內部整合。

外部適應
1. 社會變動快速
2. 科技日新月異
3. 國際化競爭
4. 高教人才就業率

校務研究
（組織文化）

內部整合
1. 改變過去決策模式
2. 深耕IR文化
3. 建置IR機制



校務研究概念與資料庫架構─組織架構

• 2015年6月成立校務研究中心。

• 2016年2月更名為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成為學校一級單位。

• 同時成立校務研究委員會，提供中心發展諮詢。

• 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為專責處理校務研究業務。

• 校務研究委員會為整合協調校內分工的重要機制設計。



校務研究概念與資料庫架構─組織架構



校務研究概念與資料庫架構─概念架構

校務研究
與發展中心

總務、研發

學務、教務

國際事務、圖書館

秘書室、人事室

教資中心、體育室

主計室、環安室

外部資料畢業生流向

薪資資料

世界排名



校務研究概念與資料庫架構─資料庫



校務研究概念與資料庫架構─視覺化平台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議題發想

• 校務研究主軸緊扣本校願景「兼具科技創新與產業應用的國
際化應用型大學」產生4個軸向。

學生學習成效

教學與學術能力

產學合作

國際化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理論概念

• 思考「學生學習成效」之議題，以生涯（Career）的角度切入。

• 依Usher(2009)成人教育的角度，以實踐─表達；自主─適應，雙軸勾勒出
四類學習經驗。

生活型態

自我經驗

批判經驗

專業經驗

•家庭型態

•不同個體的價值觀差異

•多元思考與脈絡性思維

•生命成長的歷程

•過去求學階段到現在大學生命積累

•接觸未來「職業」的學習經驗

•如：產學合作、實習等

學習
經驗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理論概念

• 依據學生在大學經歷的四種學習經驗，校務研究可依不同的學習經
驗設計不同的介入方案（Career Intervention），以提升並觀察學
生的學習成效。

• 生涯介入方案依時代演進有三種不同模式

1. 職業指導階段（Vocational guidance period）；人競適配的概念。

2. 生涯教育階段（Career education period）；生涯成熟的概念。

3. 生涯籌劃階段（Life design period）；多元適應的概念。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議題發想

• 依據上述概念以及校務研究委員會討論，訂定二項學習成效研究分
析議題。將學習成效的效標指向學生畢業後的從業表現，而非是在
校時期的學期成績。

1. 畢業後學習行為對工作收入影響：100學年度畢業後一年調查初探。

2. 學用落差之多元型態影響學職轉換之心理歷程。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畢業後學習行為對工作收入影響

• 學習並非只於學校，學海無涯，就業後仍是需要保持主動學習的態度，才能適
應多變的社會。

• 本研究探討100學年度畢後一年調查問卷，欲了解從本校畢業後的學生，在畢
業後的薪資成長與學習行為的關聯。

• 效標變項：「您現在工作平均每月收入為何？」

• 單因子變項：「您是否為了工作或自我生涯發展從事進修或考試，提升自我專
業能力？」→分類成「進修」、「從事考試或其他證照」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畢業後學習行為對工作收入影響

• 從ANOVA摘要表可以發現，進修與考照在薪資收入上具有
顯著差異（F=18.196, p<0.001）。進修組在薪資收入約
50,001~55,000，考照組在薪資收入約45,001~50,000。

• 畢業後進修學習行為對薪資收入的影響的確顯著高於畢業後
考照學習行為。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191.990 1 191.990 18.196 .000

組內 3355.210 318 10.551

總合 3547.200 319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畢業後學習行為對工作收入影響

• 回顧文獻，陳清檳等（2015）即曾指出證照對於提升薪資所得的影響微小，
且證照數量對於薪資所得的累積影響亦有限。「專業證照」對薪資提升才有顯
著影響，電腦或語言證照的影響效果遠低於專業證照。

• 另，本校畢業的學生，在所屬領域的專業職能已有完善的課程資源學習，故，
在專業能力上已有保證。

• 持續進修保持能力的增長，才能增加「適應力」，更符合這個多變的世代。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學用落差之多元型態影響學職轉換之心理歷程

• 科技發展迅速、產業環境劇烈發展，造成學校與職場的結構失衡
（曾敏傑，2009），讓高教畢業青年體驗到學用落差的危害。

• 而畢業生要投入職場前，必須經歷「學職轉換」的歷程，學職轉換
可分為「離學階段」、「求職階段」、「初職階段」。
– 離學階段：評估所學知識可適用於哪些職業

– 求職階段：基本門檻、知識勝任

– 初職階段：學職技能相符、發揮所成的期望

• 本研究將探究學用落差在學職轉換三階段造成的影響，藉由瞭解這
些歷程的心理機轉，期能協助本校學生面對學職轉換，並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學用落差之多元型態影響學職轉換之心理歷程

• 分析樣本：102─103學年度日間一般學制畢業後一年畢業生，
且以工作者為主之樣本，樣本數1112筆。

• 獨變項：知識領域落差、資格門檻落差、專業技能落差。

• 依變項：求職速度、經濟收入、工作滿意

• 控制變項：控制社會人口等變項，排除背景變項對學職轉換
階段認知評估的影響。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學用落差之多元型態影響學職轉換之心理歷程

• 教育成就的確會對經濟收入、工作滿意造成顯
著影響。

• 全職與兼職在經濟收入亦達顯數影響。

• 知識落差對3效標皆達顯著影響。

• 資格門檻落差僅對求職速度造成顯著影響。

• 技能落差對經濟收入、工作滿意造成顯著影響。

依變項 求職速度 經濟收入 工作滿意

控制變項

學年別（參照：99年） .01 -.01 -.05

教育成就別（參照：無學貸） .02 .45*** -.06*

工時別（參照：非全職） .03 .13*** -.02

獨變項

知識領域落差 -.16*** -.07* -.10***

資格門檻落差 -.13** -.04 -.02

技能水準落差 .02 -.16*** -.37***

R2 .04 .32 .21

調整後R2 .03 .31 .20

F 4.84 81.79 46.30

P .000 .000 .000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學用落差之多元型態影響學職轉換之心理歷程

• 知識的學用落差對於求職速度、經濟收入、工作滿意皆是負向的顯著影響。

• 資格的學用落差僅造成求職速度較慢。

• 技能的學用落差對經濟收入與工作滿意有負向的顯著影響。

• 學用落差的確會對學生在學職轉換上具有負向的效果，且在各階段有不同的效
應。

• 在離學階段注重知識的對應，在求職階段注重資格門檻，在初職階段注重專業
技能的勝任。



學習成效議題分析成果─
學用落差之多元型態影響學職轉換之心理歷程

• 在應用層面：

1.對於大三、大四即將面臨畢業投入職場的學生，可以增加知識對應職業的相關
資訊。

2.對學生釐清資格證照對於求職的影響，僅對求職速度有影響，對於經濟收入與
後續的工作滿意並未造成顯著影響。免除學生對於外界渲染的證照資格的迷思
與焦慮。

3.除知識外，專業技能的勝任是對經濟收入與工作滿意影響的重要因子。身為技
職大學，對於專業技能的培養，應持續強化師資與課程資源，保持技職大學在
職能訓練上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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