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責任與公共性 

簡報學校：朝陽科技大學 

報  告  人：徐松圻 研發長 

 
中華民國107年1月26日 

0 



簡報大綱 

壹、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 

 扶助弱勢學生就學就業 

 協助社區發展與產業升級 

貳、落實學校公共性 

 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1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2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是指企業必
須重視商業倫理、品德、勞資關係、供應商管理、消費者權益
、環境永續、社區和諧、資訊揭露等層面。 

 

企業在經營上須對所有的利害關係人負責，而不只是股東對負
責。包含員工、客戶商業夥伴(供應商)、顧客，以及企業所服
務的社區。 

 

除了創造財務價值，企業也該對周遭的環境及社會，創造更多
正面影響力。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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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不僅僅是一個教育單位，同時也扮演著地方智庫的角色，
協助社區發展特色、輔導企業轉型升級。 

 

因此大專校院應透過主動積極合作，帶動所在地區繁榮與發
展，透過政府關注及資源投入，實踐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社會責任—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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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d Mission Ranking for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Beyond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ird mission” refers to all activities concerned with the 

generation, use, appl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knowledge and 

other university capabilities outside academic environments 

(Molas-Gallart, Salter, Patel et al. 2002) 

 QS 世界大學排名機構也調查以下項目: 

1.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on scholarships 

2. Number of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3. Community / Cultural Investment (Total amount spent on 

community projects or cultural preservation within 200km of any 

campus) 

 

 

社會責任—世界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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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1/7) 

扶助弱勢學生就學就業 

相關做法 

1.由本校學雜費提撥之獎助學金 

2.提供急難扶助金 

3.提供惜福餐券 

4.提供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 

5.提供弱勢學生免住宿費申請 

6.優先提供弱勢學生校內外工讀機會 

7.其他弱勢助學減免措施 

8.協助就學貸款申請 

 為彌補現有弱勢助學措施未能涵蓋之處，除學雜費提撥平均高達約6%獎助
學金外，輔以學雜費展延措施。 

 民國84年起由全校教職員工以定期及不定期捐款方式，成立「朝陽科技大
學急難救助基金」，適時協助家中突遭重大變故學生，暫紓窘困。 

提供弱勢助學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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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2/7) 

扶助弱勢學生就學就業 

相關做法 說明 

成長聯誼活動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在校生活之學習活動 

定期檢視輔導機制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在校相關輔導會議 

課業學習輔導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及伴讀 

優先住宿之保留 優先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床位 

學雜費減免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減免學雜費 

子女學雜費減免 協助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申請學雜費減免 

提供友善環境 無障礙間設施建置與改善 

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工作權 身心障礙學生工讀人數 

能力培訓 行政編組，工讀生培訓 

提供身心障礙相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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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弱勢學生就學就業 

101-105學年度急難扶助金額 

101-105學年度急難扶助人數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3/7) 

急難扶助金額逐年提高 

協助學生數逐年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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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弱勢學生就學就業 

101-105學年度學雜費各項減免金額補助 
(教育部各項減免、補助措施) 

101-105學年度學雜費各項減免補助申請人次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4/7) 

減免學雜費各項補助逐年提升 協助學生穩定就學人數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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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學習成效不如預期學生，協助克服學習困擾，
增進學習意願。 

 透過輔導前、後測結果，比對學期成績及格率，檢核學習成果。 

缺曠課/成績預警制度 

學習卓越輔導 

補救教學 

通知家長了解學生狀況 
由系所、導師進行關懷
與輔導 

授課教師開設補救教學
課程 

教學助理進行課業輔導 

擴大關懷族群，針對高關
懷、學習困擾、學習怠惰學
生進行了解與輔導 

生活小老師主動關懷學生生
活狀況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5/7) 

提供學習弱勢相關輔導機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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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6/7) 

提供學習弱勢相關輔導機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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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弱勢學生就學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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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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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台灣整合照護學會簽約 

培育區域產業人才，有效促進社會經濟繁榮 

(1)培育數位科技優質人才，全面開設邏輯思考與運算課程。 

(2)推動5+2創新產業及前瞻產業人才培育 

a.安全與智慧農業人才 

b.銀髮族健康生活管理人才 

c.智慧建築人才 

d.智慧生活技術與應用人才 

e.金融科技人才 

f.汙泥再利用研發應用人才 

g.航空機械維修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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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社區發展與產業升級 

進駐廠商玉豐海洋科儀 進駐廠商悅聲志業 進駐廠商易宏生技
牛樟芝培育 

(1)2015年創新育成中心於全球500家大學育成中心勝出，榮獲UBI評鑑為全球第2、
亞太第1。 

(2)2017年創新育成中心榮獲經濟部評選為106年度績優育成中心。 
(3)輔導我國唯一的海下設備製造商玉豐海科轉型成功，公司3年內資本額由500萬
元增資至8億元。 

(4)進駐廠商易宏生技公司，與本校完成轉移「牛樟椴木培養特定成份樟芝子實體
技術」技術股60萬股。 

獲瑞典UBI機構評鑑為 
全球第二、亞太第一 

本校舉辦2017年技專校院產學合作高峰論壇 

建立優質創新育成中心，以創新育成服務，培育新創企業，
創造產學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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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面臨的實際問題 

專業技術人才斷層 

缺乏核心技術創新 

急需智慧iT系統導入 

欠缺跨域技術開發 

資源整合(A) 

院、系、中心 

跨院系教學研
究學群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研究創新(R) 關鍵技術研發(T) 

企業 學校 

提出整體的解決方案(S) 

與產業共構之實務創
新課程 

協助企業關鍵技術建立 

輔導智慧iT系統導入 

符合產業需求之跨域專業人才 

學研產共構之問題導向 
教學研究平台 

提供業師 提供師資 

提供實作場域 協助技術研發 

推動「學研產共構之問題導向教學研究平台」之創新教學
研究STAR模式，協助企業解決實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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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湳智慧城 朝陽科技大學-水湳校區 

 產業人才培育 
 智慧技術研發 
 區域產業鏈結 
 創新創業育成 
 產學發展聯盟 
 國際合作拓展 

成立水湳校區，帶動校區經營與城市發展共同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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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計畫 說明 

新農復穀，助農STRONG同耕共學 
延續106年教育部核定執行計畫，持續以
本校完善的助農平台協助區域新農產業
發展 

戀戀里霧双溪，務農山水好風情 
延續106年教育部核定執行計畫，推動
「跨域共生」之發展概念，以社區營造
方法，協助社區發展特色產業 

台灣工藝新生計畫 
以培育在地工藝人才為發展方向，協助
工藝產業升級與轉型 

霧峰北溝山凹的社會責任:故宮國寶、人文歷史與
產業經濟 

與北溝文化協進會通力合作，協助北溝
故宮進行重整與再生 

推動北溝故宮文獻基地、研討文資保存新契機 協助光復新村社區發展 

深耕在地化發展，協助社區發展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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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社區發展與產業升級 

 某位同學在完成服務學習課程後的
反思心得--- 
 「…在這次服務的過程中我認識到
了自己與他人溝通技巧的不足，並
且得到了有效的改正。在影片的拍
攝中使我受益良多，讓我明白團體
合作的重要，沒有了團隊，個人力
量的微弱，還有怎樣才能與隊友順
利溝通…」 

成立推廣教育中心，以學校豐沛資源服務社區民眾、協助
企業，落實終身教育，積極回饋社會。 

開設符合社會各界需求之專精課程，供社會人士學習機會，
善盡社會責任。 

推動社區服務學習，引導學生主動關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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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校務研究對美國大學之重要性 (楊法先主任) 

1.完成聯邦教育部要求的12個強制性IPEDS報告。 

2.向州政府或相關協會提交強制性原始數據。 

3.完成與州議會所關注議題相關的報告。 

4.參與完成學校戰略性計劃報告(Strategic Planning)。 

5.完成或協助完成區域性認證機構或行業認證機構要求的
數據報告。 

6.配合院系完成他們關注的各類報告，特别是Program 
Study報告。 

7.支持教師完成他們申請研究經費所需要的各類數據。 

8.完成各種商業或與大學排名有關的原始數據報告。 

9.若未完成，除罰款外，則取消該校學校的經濟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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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本校校務研究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逐步落實校務
研究發展 
瞭解學生學習狀態 
診斷學生學習缺失 
促進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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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1/13) 

 針對弱勢學生休學原因進行分析，找出主要問題進行改善。 
 針對其專業與實務能力、資訊科技應用能力(證照)、溝通協調與團隊工作能
力(社團活動)、自主學習能力(服務學習)各方面表現進行統計分析，並與一
般學生進行比較，了解是否有顯著之差異。 

101-104學年度轉學生休學原因統計分布 



落實學校公共性 

21 

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由下圖得知，資訊學院大二轉學生學習成效較差，其中又以男生最為顯著，
應列為優先課業輔導與進一步研究之對象。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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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103-104學年度轉學生接受課後輔導後之成效如下：整體來看104學年度不
及格率比103學年度增加，但有接受課業輔導之轉學生不及格率明顯低於未
接受課輔之轉學生。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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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4/13) 

 由下圖得知，101-104學年度四年制身心障礙學生休學主要原因為興趣不合
與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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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5/13) 

 本校提供無障礙空間，建置及配合各類身心受限師生，改善校園無障礙環
境，增進身心受限、病弱、懷孕、年長者之行動便利。 

 學校開放身心受限學生優先課程初選，並輔以導師說明，使其擇其興趣課程
修讀。 

身心障礙生課後輔導成效統計:不及格人數與申請人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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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6/13) 

 由下圖得知，101-104學年度四年制原住民學生休學原因主要為課業因素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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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7/13) 
 提供獎助學金訊息，以茲鼓勵學生的努力。 
 協助學生辦理減免學雜費之申請，以利註冊等相關作業。 
 補助金額上升，原住民接受補助之學生其不及格率下降 

原住民接受補助學習成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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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8/13) 

 補助經濟弱勢學生助學分有弱勢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緊急紓困助學金、住
宿優惠與本校提供的自強助學金等。 

 下圖為103-104學年度弱勢補助金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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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9/13) 

 經濟弱勢學生接受補助後，不及格率明顯低於全校平均。 
 連續接受補助兩次(舊生)，生活適應力比新生好，不及格率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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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10/13) 
 上述轉學生分析結果，為資訊學院大二男轉學生學習成效較差。 
 因此，針對104學年度資訊學院大二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學習成效分析，樣
本個數為384位。 

 學期平均成績依照班級先將成績標準化，再轉成T分數，編碼低於40為低分
群、40-60為中等、大於60為高分群。 

 交叉檢定後發現 
(1)不同身分群其成績之p-vale < 0.05有顯著差異 
(2)其中轉學生低分群顯著較多 
(3)一般生與經濟弱勢生高分群較其他三群顯著 

 
等級 

總和 
Low Middle High 

入學 

一般生 
個數 35 226 29 290 

在 入學 之內的 12.1% 77.9% 10.0% 100.0% 

轉學生 
個數 9 11 0 20 

在 入學 之內的 45.0% 55.0% .0% 100.0% 

身心障礙生 
個數 0 5 0 5 

在 入學 之內的 .0% 100.0% .0% 100.0% 

原住民 
個數 1 3 0 4 

在 入學 之內的 25.0% 75.0% .0% 100.0% 

經濟弱勢 
個數 4 54 7 65 

在 入學 之內的 6.2% 83.1% 10.8% 100.0% 

總和 
個數 49 299 36 384 

在 入學 之內的 12.8% 77.9% 9.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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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11/13) 

 104學年度參與社團統計分析，身心障礙生參加比例最高，轉學生最低。 
 主要為本校諮商老師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成立『資莘家族』，共分成三個家
族，各家族均由學生擔任家長及副家長，以協助照應學弟、妹，提升其在校
生活之學習、適應及拓展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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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12/13) 

 以104學年度服務學習成績進行研究，發現轉學生對環境適應度較低，在勞
作教育成績上相對較低，需要更多的輔導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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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議題：原住民、身心障礙、轉學生及經濟弱勢等學生之學
習成效分析(13/13) 

 改善策略與制度調整說明如下: 

(1)提供轉學生心理輔導，藉由心理與柯氏憂鬱量表檢視轉學生目前
的情緒狀態，以提供合適的協助，進而增進學生的成長與適應。 

(2)成立轉學生聯誼會，許多研究成果顯示，社團經驗有助於增進自
我瞭解、人際關係與知識整合的能力，同時對壓力的因應也有正
相關，並可以提高轉學生持續就讀。 

(3)豐富資源教室及民住民中心之各項服務，提供更多元學習資源，
如聯誼、講座、成果展、影片欣賞與參訪等，讓學生對學習更有
興趣。 

(4)建立新住民資料庫，本校已於106學年度開始收集新住民學生資
料，以利後續學習與輔導成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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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善盡高等教育為社會公器之責，落實辦學問責制度 

1.依據校務發展六大目標，制定各單位之年度問責報告 

2.不定期辦理研習活動，培育教職員校務研究能力 

3.定期招開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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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1/10)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編印之「大專校院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

(106~121學年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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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2/10) 
 教育部已於95學年度開始實施總量管制，限制學生人數不能再增加，因應少
子化的到來，如何降低本校招生狀況的衝擊實為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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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3/10) 
 四技日間部： 

(1)本校四技日間部核定註冊率以103學年度之127.01%為最高(主要為日間
部雙軌外加名額)。 

(2)惟104學年度起因教育部考量少子化的影響將雙軌名額由外加改為內
含，且本校名額由日間部改至進修部，故104及105學年日間部新生核定
註冊率較103學年度下降約5-6%。 

(3)106學年度受少子化衝擊，再度下降6%，顯見少子化對招生之影響。 
 四技進修部：本校近年來四技進修部採取獨招及關掉招生不理想之學系，故
雖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卻仍有不錯之註冊率。 

 日間部碩士班： 
(1)以101學年度註冊率為最高。102學年度起，在各校廣設碩士班、學生報
考意願降低及少子化的衝擊下，核定註冊率大幅下降。 

(2)103學年本校提供碩、博士班入學獎學金，稍稍減緩註冊率下降之趨
勢，讓註冊率維持在7成以上。 

(3)106學年度再度跌破7成，顯見未來日間部碩士班招生之困境。 
 碩士在職專班：以101學年度註冊率為最高。102學年度起，則呈現逐年下
滑趨勢。105及106學年度甚至連續2年跌破7成，故本校107學年度將主動
減招15%，期望能提高整體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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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4/10) 
 高中生申請入學:本校102-106學年度招生名額與報名人數暨報到人數統計
分析顯示，生源由4仟餘名下降至106學年度僅餘3仟名左右，實際報到人數
由102學年度213名下降至106學年度僅152名，顯示高中生生源爭取，日益
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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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5/10) 
 高中生申請入學:報到考生學測總級分比率最高總級分區間為50~41級分，

105-106學年度則下降為40-31級分，與全國總級分比率趨勢相同，呈現下
降趨勢，本校106學年度主要生源素質總級分落於40-31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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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6/10) 
 甄選入學:根據本校104-106甄選入學區域分析顯示，全校近三年甄選入學
報到學生總生源主要分布區域為中彰投最多，其次為桃竹苗、雲嘉南、北北
基及高高屏，宜花東、離島地區學生量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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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7/10) 

 聯合登記分發:本校106學年度聯合登記分發共於12類群辦理招生，
102-106學年度報名人數逐年下降，報名人數下降幅度較大類群
為：商管群（下降49.67%）、電機類（下降46.77%）及資電類
（下降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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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8/10) 

64.27% 

57.66% 
55.12% 

61.63% 
61.65% 

52.95% 

38.57% 37.99% 
35.41% 

47.82% 

69.23% 

60.87% 
59.03% 

73.35% 

64.06% 

57.88% 

39.60% 40.00% 

44.94% 

54.46% 

72.31% 

63.43% 62.20% 

78.92% 

67.07% 

58.48% 

42.50% 43.14% 

47.34% 

65.65% 

76.24% 

65.24% 64.62% 

81.38% 

67.67% 

61.37% 

43.91% 44.15% 

48.87% 

80.02% 78.63% 

69.52% 
67.60% 

83.55% 

68.27% 

63.42% 

46.02% 44.91% 

52.01% 

91.0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化工群 化工群 化工群 化工群 化工群 農業群 農業群 農業群 農業群 農業群 

102  103  104  105  106  102  103  104  10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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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106學年度退步至「不理想」。相較之下，「農業群」退步幅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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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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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年度問責報告-確保招生量足質優(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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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年度問責報告，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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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率逐年成長 就業率達七成 

落實年度問責報告，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2/3) 

 透過學生實習、就業與薪資戰情儀表板(Dashboard)，了解學
生就業情形。 



社會責任與公共性 

簡報學校：朝陽科技大學 

報  告  人：徐松圻 研發長 

 
中華民國107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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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校務資訊公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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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校務資訊公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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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校務資訊公開  (3/4) 
在學生人數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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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公開與實施問責制度 

校務資訊公開  (4/4) 
在學生人數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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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完畢 

敬請  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