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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院評鑑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 

明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自我評鑑 

管理暨設計學院自我改善情形及成果表 

日期：106 年 1 月 7 日 

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及成果（學院填報）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資料檢核 

一、學院定位、特色

與院務發展 

1. 本院已聘客座榮譽獎師協助院

系發展。 

1. 已依改善建議提出自

我改善情形作法 

▇是  □否 

2. 成立三特色中心，強化院系特

色。 

2. 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 

二、課程規劃與整

合 

1. 規劃學院學生具備管理與設計

通才，104 學年度起設置「創意

整合學分學程」，目前計有 112

名學生參與此學程。 

1. 已依改善建議提出自

我改善情形作法 

▇是  □否 

2. 開授課程，邀請企業內高專級

專員，講授相關實務案例。並

安排教授赴企業深耕研習。 

2. 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 

三、教學與資源整

合 

1. 設置設計服務中心，結合課程

與產業界案例，學習不致與實

務脫節。 

1. 已依改善建議提出自

我改善情形作法 

▇是  □否 

2. 整合全院教師專長，共同編撰

「企業倫理」、「個案」、「採購

管理」教材。 

2. 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 

四、產學合作與專

業表現整合 
制定教師升等辦法，辦法訂定學位

升等、著作升等、技術報告升等、

1. 已依改善建議提出自

我改善情形作法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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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升等及創作升等相關規定，鼓

勵教師多元申請升等。 
2. 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 

五、自我改善 

本院以創意整合學分學程為基礎，

除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外，另以教

師成長團體或研究中心方式，整合

設計與管理教師，爭取台塑在職訓

練，促進企業活力。 

1. 已依改善建議提出自

我改善情形作法 

▇是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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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摘要 

管理暨設計學院(簡稱管設學院)前身乃為「明志工專」時期工業管

理科與工業設計科，配合 88 年學校升格技術學院及 93 年改制「明

志科技大學」以產業價值鏈為基，擴充系所設院而來。學院目前設

有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系、工業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系

等四個系。 

本院於 104.7.30 院務會議通過成立學院自我評鑑委員，於 104.08.12

通過自我評鑑內部委員預審。本院並於 105.01.07 邀請國立高雄大

學學術副校長兼管理學院院長莊寶鵰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張添

盛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陳振燧教授及國立交通大

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林銘煌所長舉辦外部實地自我評鑑，評鑑內容依

據教育部規定分五大項： 

1、 學院定位、特色與院務發展。 

2、 課程規劃與整合。 

3、 教學與資源整合。 

4、 產學合作與專業表現整合。 

5、 自我改善。 

外部評鑑委員決議，通過本院外部實地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 

本院並依據外部委員意見，制定學院評鑑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如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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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自我評鑑之結果 

一、 學院定位、特色與院務發展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建議院系可考慮編列客座教授經費，來校授課，指導研究生，

並發展與教師合作研究的可能。院內積極透過實習/實驗室，

訓練學生相關專業知識，可思考延聘退休技術人員，扮演教練

或導師角色，預期強化各實習/實驗室功能。 

2. 建議院是否能參酌台塑集團的產業屬性，與長庚大學管院區

隔或整合，試圖聚焦某幾個特定產業之價值鏈知識之建立、教

師專業的引導，以及產業合作方向的牽引，形塑學院在某些特

色產業的管理暨設計領域上亮點與明確的特色，且更能彙集

教師與研究資源，深耕中特定領域或特定產業。同時就技職體

系而言，建議以研究為輔，實務為重來定位學校，較能符合自

身體質。本院在產學合作上已有相當的成果，應可再聚焦，做

長期規劃，才能有更實質的表現。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本院會配合教學卓越或校內預算編列，積極尋求合適之資深

教授敦聘為講座或客座教授，來校協助指導。105 學年度敦聘

余尚武教授為學院榮譽講座協助院系發展與協助授課，未來

本院仍持續覓尋合適資深教授協助院系發展。本院持續推動

業師協同教學，企業退休人員(例如台塑企業)如有適合之專長 

，會優先遴聘協助，並將之納入中長程發展計畫 4.2「陶養教

學大師計畫之行動方案」，持續辦理中。 

2. 本院初步選定以健康醫療產業及生物科技產業之經營與管理

為聚焦領域，並藉由台塑經營管理改善案例，建立傳統產業之

經營管理模式，藉以建立學院之獨特特色，且本院之研究，以

實務應用為發展重點，培育務實人才亦為不可偏廢之目標，配

合中長程發展計畫之策略之子計畫 3.3「推動創新產品導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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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與 3.4「深耕學院特色研究中心」推動，預期十年內形成

重點特色。並將依循委員建議經由各項會議溝通宣導，注意聚

焦與本身條件，發展出學院專業特色，持續辦理中，預計 105

學年度完成。 

（三） 執行成果 

1. 105 學年度敦聘余尚武教授為學院榮譽講座協助院系發展與

協助授課。 

2. 本院成立三個中心，形塑特色： 

（1） 高齡健康促進產品研發中心。 

（2） 創新服務設計研發中心。 

（3） 台塑集團教學個案發展中心。 

3. 本院工管及經管系開授「台塑企業管理機能研討」課程，每周

課程聘請一位企業內高專級以上人員擔任講師，師生獲益良

多。同時持續每年安排本院教師一名至台塑企業深耕研習一

年，以汲取業界實務經驗，提升教師職能，與業界不脫軌。 

4. 本院創意整合學分學程課程安排邀約有資深業師參與，例如

課程活動舉辦創意營，並邀約「虹映科技公司」生態及產品規

劃處的謝孝忱經理蒞臨，業師經驗傳承，師生受益良多。課程

並安排有業界專家演講。 

（四） 小結 

未來本院仍持續覓尋合適資深教授協助院系發展, 三個中心

持續研發，加強特色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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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規劃與整合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規劃院共同必修課，例如設計專長學生可修管理的課程如管

理學、經濟學，管理專長學生可修色彩學、產品設計等，或者

是 design thinking 為全院共同必修，以創造院整合特色。主動

出擊把 D-School 課程和內容帶入企業或社區團體，把特色和

能力帶入社會，活化教學、產服、研究等比重，並可考慮納入

一聯結管理與設計之基礎總論性共同課程。在推動相關課程

和活動時，可以考慮由學校主動出資，以真實的產業或公司或

單位為對象，累積成功案例，落實自身特色。 

2. 建議在「創意整合學分學程」推動過程中，宜選定一個或少數

幾個特定領域或產業，聚焦深耕發展，將更有助於未來經由學

程的成果衍生創意及新企業。課程中，宜考慮納入聚焦產業之

業師協助授課及辦理研習課程。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在 design thinking 的思潮下，本院擬爭取教學卓越計畫或校

內經費支出持續推動創意整合學分學程，擴展跨領域選修人

數，以強化管理與設計之互動。以創意整合學分學程為基礎，

除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外，另以教師成長團體或研究中心方

式，整合設計與管理教師，爭取台塑在職訓練，促進企業活力。

本建議依中長程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1.1.1「推動彈性學制(精進

面向)」推動，持續辦理中，並開放跨領域選修課程。除持續

配合創意整合學程之推廣與實施外，透過院務會議程序，尋求

共識後，推動適合之共構課程，業已啟動共構企業倫理課程。 

2. 依循授課教師的實務主題規劃，達到深耕聚焦之目標，本院編

列了相關材料補助經費，配合設計服務中心的設置與校友企

業的支持，產出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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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成果 

1. 依照委員建議本院開設「創意整合學分學程」明確定調主軸為

「福祉設計」、「智慧生活」、「輔具」，啟發學生創新創意新思

維。 

2. 本院於 104 學年度開設「跨領域創意整合學分學程」。 

3. 本院結合設計服務中心與歐雅壁紙公司合作，有助管設院學

生增加多元知識的機會。 

（四） 小結 

本院工設系設有設計服務中心與業界產學合作，累積實務案

例，積極建立院系特色。另課程「跨領域創意整合學分學程」

持續推廣，以增進學生畢業後與業界能盡速無縫接軌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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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與資源整合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院已有創意整合學分學程，以及整合教師專長、開發教材的具

體成效，此外，院各系陸續建置諸多專業實驗室，倘能強化課

程設計與專業實習/實驗室的結合，將更有機會突顯管理暨設

計學院的特色。 

2. 院大多數的教師都能積極開發自編教材，惟建議未來宜考慮

針對院內發展之特色領域，開發跨領域教材，以強化本院發展

目標之知識創新的成效。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 配合辦理。本院會要求專業課程教師於課程大綱中詳列使用

之相關專業教室與實習驗設計，本建議配合中長程發展計畫

行動方案之 5.2.2「建立特色教學空間與共享機制(精進特色)」

推動，持續辦理中。 

2. 本院配合未來發展特色，聚焦特定產業，將逐步建立相關教

材，以落實特色發展。初步以台塑企業相關產業為對象，配合

教務處之要求，進行教師深耕與教材開發計劃。本建議結合中

長程發展計畫之行動方案 1.2.5「導入創新教學方法(精進特色) 

」推動，持續辦理中。 

（三） 執行成果 

整合全院教師專長，共同編撰「企業倫理」、「個案」、「採購 

3. 管理」等教材。 

 

（四） 小結 

教學務必與實務結合，並培育學生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學習， 

創新教學方式啟迪學生思維與專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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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合作與專業表現整合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教育部對於科技大學評鑑已經漸漸不重視，I 等級期刊論文數

量多寡，建議不宜過度強調，學術論文發表，而可多朝向實務

導向的論文發表或產學合作，強化學校學院理論與實務並重

的教育目標。教師升等可鼓勵技術報告，不一定只用研究期刊

為升等的指標，讓老師適才適用。 

（二） 自我改善計畫 

配合建議辦理。為鼓勵教師多元升等，本院業已於 104.06.22

訂定管理暨設計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辦法，教師除可依學位升

等外，另亦可升請著作、技術報告、教學、創作等方式升等。

自辦法推出，教師適才適性，依據個人專長努力與累積績效，

可望於各項條件穩合後提出申請。此外，亦配合高教深耕計

劃，鼓勵教師進行教學創新，對未來多元升等提供另一種選

擇。並利用多項會議鼓勵、宣導，鼓勵教師朝多元升等方向努

力。本建議結合中長程發展計畫之行動方案 4.1.2「推動教師

多元升等(基礎面向)」及行動方案 4.1.4「推動教師適性多軌

發展(精進特色)」實施。 

（三） 執行成果 

本院工管系林俊雄老師業赴台塑總管理處資材組、阮業春老

師赴長庚養生村、經管系孫儷芳老師赴長庚生技中心皆已完

成一年駐廠深耕研習，返校服務。另視傳系現階段莊妙仙老師

於本學期赴長庚養生村進行一年期的深耕研習。經 104.06.22

院務會議制定教師升等辦法，辦法訂定學位升等、著作升等、

技術報告升等、教學升等及創作升等相關規定，本院教師升等

可依照個人專長申請升等。 

（四） 小結 

1. 本院推廣之深耕研習對教師與實務接軌，有極大助益，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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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研習皆以本院中長期規劃之中特定領域與產業為依歸。

本項研習將持續辦理。 

2. 多元升等辦法的設置，對於老師晉級升等有極正向之協助，積

極鼓勵教師申請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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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我改善 

（一） 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工設系和長庚大學工設系同為台塑企業支持的學校，可考慮

不只和長庚體系企業合作，並作區隔。 

（二） 自我改善計畫 

配合建議辦理。目前本院與境外學校，例如 UIS、RMU、新

加坡大學、日本慶應大學均有密切合作。本建議依中長程發展

計畫之行動方案 5.1.1「締結聯盟，跨校合作(基礎面向)」實施，

持續辦理中，預計 105 學年度完成。 

（三） 執行成果 

安排教師至關係企業培訓、研習，為本院既定策略，並將教師

所見所聞以個案方式撰寫教案，對本院師生成長有極正向助

益。 

（四） 小結 

學院 100 學年科大評鑑學院所有受評單位全獲一等佳績，103

學年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通過 IEET 六年認證，工業設計系、視

覺傳達設計系通過 IEET DAC 三年認證，經營管理系通過申

請 ACCSB 認證中。學院每位學生歷年獲得教育部整體發展獎

補助款平均獲補助金額為相似學院全國最高，顯現了自我持

續改善、追求院務至善的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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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其他（自行補充） 

無 

伍、 總結 

本院秉承學校精緻辦學的堅持，學院畢業校友迄今僅5仟餘人。然學院

一向辦學嚴謹，在董事會全力及學校長官支持下，彙集學院同仁的努力，積

極成立院級跨領域特色研究中心與產業服務中心，延聘優秀研究人員、整合

院內研究團隊、結合學校創新育成中心與鄰近工業區廠商，建構區域產學合

作平台，提供相關產業工業工程、經營管理、工業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的產

學合作機會，繼續秉持創辦人追根究柢、止於至善的理念，開創管理與設計

實務研發與產業創新的新里程碑。 

因應大學教育面臨之高度競爭，學院積極求新求變，創造持續性競爭優

勢，創辦人王永慶先生曾言「要辦學校就要辦最好的學校」，學院的辦學理

念(ideology)就是要「成為最好的管設專業學院」，亦是全院師生同仁戮力追

求的願景與努力方向。在管理與設計的「人才培育」的願景，主要是透過務

實與創新教學活動、全體住校、工讀實務實習、書院輔導，博雅教育，培養

學院畢業生成為「產業最愛管設人才」；在管理與設計專業領域的「知識創

新」願景，則強調藉由追根究柢、務實致用的科學精神，以產業經營管理與

設計需求為基，進行知識創新與研發，建立具實務應用特色的研發中心與團

隊，鏈結實務需求強化產學合作與技術應用，讓學院研發團隊成為「企業首

選專業夥伴」。 

本院將遵照自我評鑑委員意見，持續自我改善以達卓越教學，並追求完

善培育優質畢業生貢獻社會。 

陸、 附錄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