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14任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中）林俊彥
姓名
（英）Lin, Chin-Yen
性別

■男

□女

出生
民國43年
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國籍

臺灣

教授年資
96 年
起計年月

2 月起

教育部教授證書字號

教字第016087 號

通訊處
E-Mail
電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服務機關名稱

現職

專、兼
任

傳真

公：
宅：

職稱
（職級）

到職年月日

教授

78年8月迄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專任
兼任
職務

機關名稱

職稱

起迄期間

學校名稱

院系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
年月

博士

76年6月

碩士

73年6月

學士

67年6月

美國 Oregon State
大學以 University
上學歷 美國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技術及職業教育系
教育學院
技術及職業教育系
教育學院
工業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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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兼
任

職稱
(職級)

任職起迄年月

專任

教授

96/02 ~

專任

副教授

87/08 ~96/01

專任

副教授

83/08~87/07

專任

副教授

78/08 ~83/07

國立編譯館

專任

編審兼代主任 78/02 ~ 78/07

教育部(技職司)

專任

專員、研究員 76/10 ~ 78/01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專任

教師

服務機關名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
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
所
國立臺北技術學院
電機系
國立臺北工專
電機科

教師兼實習副
66/08 ~ 67/07
主任

臺北市私立西湖商工 專任
經歷

69/08 ~ 71/07

行政經歷
開南大學

專任

校長

104/02~105/8

黎明技術學院

專任

校長

99/08 ~ 102/0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兼任

教務長

98/08 ~99/07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兼代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兼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兼任

主任秘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兼任

技職所所長、
教育學程中心 87/08 ~90/07
主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兼任

總務長

86/08 ~87/07

國立臺北技術學院

兼任

總務長

83/08 ~ 86/07

國立臺北工專

兼任

總務主任

78/08 ~ 83/07

人文及社會科
94/04 ~96/07
學院院長
技職所所長、
教育學程中心 93/02 ~96/01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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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8 ~93/01

有關大學校長任用資格應同時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第1項第1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2款
資格，或第10條之1資格，敬請校長候選人親自於□勾選符合之款次，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親自
簽名確認：
□第10條第1項
第1款 具下列資格之一：
□ 中央研究院院士
□ 教授
□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第2款 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
□第10條之1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民國100年11月1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曾任或現任同級學校校
長，或符合修正前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
□曾任或現任同級學校校長。
□具有博士學位，曾任教授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並擔任教育行政職務合計4年
以上，成績優良者。
□具有碩士學位，曾任教授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並曾任教育行政職務合計7年
以上，成績優良者。
□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大學或獨立學院教授5年以上，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
作10年以上，並均曾任教育行政職務3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分類職位第14職等或與其相當之簡任教育行政職務5年以
上，或曾任政務官2年以上，並具有教授資格，成績優良者。

候選人簽署 本人已充分瞭解貴校校長遴選相關規定並同意擔任校長候選人，所填送各項表
同意

格之所有資料均確實無誤。
茲親自簽名於下：
年

月

日

備註：
1.本校長候選人個人基本資料，請詳實填寫，如非本國籍人士，表內身分證字號欄位請
改填護照字號（號碼）
。
2.請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最高學歷學位證書影本（國外學歷學位證書，應經駐外單位驗證）。
(2)教授證書影本或曾任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服務證明正本。
(3)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服務證明正本（需敘明
相當之職等或是否為一級單位）。所指一級單位主管係指曾任專科以上學校組織法
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以
上之職務；或曾任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薦任第9職等或相當薦任第9職等以
上之主管職務；曾任下列民營事業機構主管職務之一：
A、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並依其組織架構
所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B、在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且符合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綜合醫院設置標準之醫院，並
依其組織架構所列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職務。
以上各項經歷證明以服務機關開立之服務證明為限，國外經歷證
明應附中譯本。
3.請檢附各項曾任經歷之證明文件。
4.請以標楷體14號字體繕打，並使用Ａ4格式紙張，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接續。本表
資料除紙本19份外，並請繳交 WORD 電子檔。

3

二、著作、作品或發明目錄
期刊
(一)中文期刊
林俊彥、陳幼珍（2017）。縮小「學用落差」是產官學共同的責
任。台灣教育評論月刊，6(8)，（已收錄）
王明展、林俊彥、陳彥呈、林憬（2016）。電子口碑前因變數之研
究：以台灣知名網站為例。中華顧客滿意學會，12(1)，6592。
林俊彥、陳幼珍（2015）。美國與香港職能發展經驗及其對我國美
容美髮職能基準發展之意涵。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6(2)，
43-66。
黃培真、林俊彥（2014）。台灣高等技職教育國際化現況發展探
究。致理學報，34，P377 - 411。
黃培真、林俊彥（2013）。近年來中國大陸職業教育發展重要政策
啟示。致理通識學報，33，161-192。
林俊彥、張琳禎（2014）。消費者網路購物重複購買意圖前至因素
之研究-以 Yahoo 購物中心為例。JSC 顧客滿意度學刊，
10(1)，1-36。
黃培真、林俊彥（2013）。第二期技職再造方案意涵探究。致理學
報，33，161-192。
林俊彥、陳幼珍（2012）。技職校院教師評鑑困境與因應。學校行
政雙月刊，82，161-175。
林俊彥、王姿涵（2012）。我國技職教育專業師資實務能力問題之
探討。技術及職業教育季刊，2(1)，22-28。
林俊彥、王姿涵（2011）。美國與台灣技職教育制度之比較。教育
資料集刊，51，51-68。
林俊彥、盧延根（2011）。國民中小學對外公共關係的特性與功
能。研習資訊，28(4)，125-130。
林俊彥、吳清基、陳增娟、盧延根（2010）。創造力的理念與增進
策略。北縣教育，7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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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彥、張惠雯（2010）。我國高等教育技職校院行銷管理模式之
建構。學校行政雙月刊，65，1-15。
林俊彥、吳清基、盧延根（2009）。香港回歸技職教育之演變。教
育資料集刊，43，73~106。
林俊彥、翁博威（2009）。教學輔導教師專業能力之研究。學校行
政雙月刊，63，25-35。
林俊彥（2007）。我國技術校院電機教師實務經驗與其工作表現差
異之研究。教育研究月刊，155，70-81。（ISSN 1680-6360）
林俊彥、郭宗賢（2007）。德、澳、美、日技職教育發展對我國學
校 行 政 之 啟 示 。 學 校 行 政 雙 月 刊 ， 47 ， 131-150 。 (ISSN
1606-8300)
林俊彥、林宜玄、郭宗賢、施敏雄（2007）。以內部行銷及轉型領
導理念建構金融業有效率之人力資源管理。興國管理學院學
報。
林俊彥、林宜玄、郭宗賢、郭彥谷、何俐安（2006）。以禪修紓解
工作壓力俾建構有效率的人力資源管理。健康管理學刊，
4(2)，181-194。
林俊彥、何俐安、郭宗賢、郭彥谷（2006）。全面品管之人力資源
管理在組
織發展各階段目標策略之探討。研習論壇月
刊，72，39-45（ISSN 1683-5220）。
林俊彥、林宜玄、郭宗賢、郭彥谷（2006）。從人力資源管理觀點
探討因應組織衝突之危機管理。研習論壇月刊。
林俊彥、郭宗賢、施敏雄、林楊沅、廖珠美、郭彥谷（2006）。金
融技職教育學習滿意度及相關因素之研究。台灣經濟金融月
刊，42(11)，92-114。（ISSN 1684-6508）
林俊彥、郭宗賢、何俐安、郭彥谷（2006）。技職校院學生生涯規
劃 之 探 討 。 學 校 行 政 雙 月 刊 ， 45， 124-139。 (ISSN 16068300)
林俊彥、郭宗賢、施敏雄、郭彥谷（2006）。全球化競爭下台灣廣
告業之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台灣經濟金融月刊，42(7)，97110(ISSN 1684-6508)
林俊彥、郭宗賢、詹定宇、郭彥谷（2006）。大學推廣教育經營面
臨之挑戰與因應對策。嶺東學報，19，9-30。(ISSN 18115

1912)
林俊彥、郭宗賢、林建廷、郭彥谷（2006）。從工作壓力探討台灣
企業從業人員參加禪修之學習動機及相關因素之研究-以某禪
修團體「上班族禪修班」為例。文化大學商管學報，11(1)，
83-100。
林俊彥、林宜玄、郭宗賢、郭彥谷（2006）。以平衡計分卡與策略
地圖探討高等教育學校經營與領導的新挑戰。學校行政雙月
刊，43，34-52。(ISSN 1606-8300)
林俊彥、郭宗賢、林建廷、郭彥谷（2006）。從台灣產業外移及經
濟衰退與失業率現況探討人力資源管理之因應策略。多國籍
企業研究學報，30，25-38。(ISSN 1813-4548)
林俊彥、郭宗賢、林楊沅、郭彥谷（2006）。辦理證券期貨技職證
照測驗機構導入平衡計分卡策略地圖之探討。會計研究月
刊，245，39-55。(ISSN 1022-17002)
林俊彥、郭宗賢、何俐安、郭彥谷（2006）。學校知識管理的成本
效 益 分 析 與 運 用 。 學 校 行 政 雙 月 刊 ， 42 ， 18-36 。 (ISSN
1606-8300)
林俊彥、郭宗賢、郭彥谷（2006）。以學習型組織之動態思維探討
我國高等教育之新核心價值。學校行政雙月刊，41，1-10。
（ISSN 1606-8300）
張良德、林俊彥（2002）。專校層級有線電視技術生需具備入行技
術能力之研究。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學報，35(2)，305-316。
（二）英文期刊
Chen Y. C.,& Lin, C.Y., &Teng-Chiao Lin (2015).Study of
the Required Competencies of Taiwan ’ s Hairstylists
in the Workplace. Storage Management Solutions, Issue3, May (2015),131-152. (EI)
Lin, C. Y., & Chen, Y. C, (2014). The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 Development Model
Suitable for Taiwan’s Cosmetology and Hairdressing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Hong Kong and United
States, Storage Management Solutions,1, 84-103. (EI)
Ho, L. A.; Lin, C. Y.; Kuo, T. H.; Kuo, Y. K. & Ku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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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08). Applying deeper learning and Confucian
values in enhancing school effectiveness: Empirical
results and findings, Urban Education, 43(5), 561586. (SSCI)
Lin, C. Y.; Kuo, T. H.; Kuo, Y. K.; Ho, L. A. & Kuo, Y.
L. (2007). The KM chain – Empirical study of the vital knowledge sourcing links, The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XLVIII(2), 91-120. (SCI).
Lin, C. Y. & Kou, T. H. (2007). The mediate effect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107(7), 10661083.(SCI)
Lin, C. Y. & Kuo, T. H. (2007). Linking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principal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 role of school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1(4), 352-370.
Lin, C. Y.; Kuo, T. H.; Huang, Y. C.; Lin, C. H & Ho, L.
A. (2007). The warranty policy under fuzzy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 Reliability
Management, 24(2), 191-202. (ABI)
Lin, C. Y.; Kuo. T. H.; Kuo. Y. K., Kuo, Y. L. & Ho, L.
A. (2007). Practice makes better? – A study of meditation learners in a classroom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Studies, 33(1), 65-80, (SSCI)
研討會
（一）中文部分
李怡穎、林俊彥（2017年6月）。海峽兩岸推動技能證書之作法與
挑戰。海報發表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舉辦之「2017技職教育
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共同
科館。
林俊彥、顏龍源（2014年5月）。提升高職學生職業道德策略之探
討 。 第 11 屆 題 生 職 業 倫 理 與 職 業 道 德 教 育 學 術 研 討 會 ，
NATTWN：彰化。
張琳禎、李宛儀、林俊彥、謝目堂（2013年12月）。大學生品牌之
7

決與購買意 願關係之研究-以韓國公司品牌為例。第22屆中
韓文化關係國際學術會，國立政治大學：台北。
林俊彥、陳幼珍（2013年12月）。技職教育品質確保機制。前瞻技
職教育學術研討會，臺灣師範大學：台北。本人為第一作
者、通訊作者。
林俊彥、陳幼珍（2013年10月）。科技校院適合培育之美容相關專
業人才探 討。2013 海峽兩岸技職(高等職業)教育學術研討
會暨技職教育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科技大學。本人為
第一作者。
薛智云、林俊彥（2013年10月）。科技大學工業設計領域學生學習
困難之研 究。2013 海峽兩岸技職(高等職業)教育學術研討
會暨技職教育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科技大學。
林俊彥、陳殿禮、張琳禎（2013年05月）。創業家精神、品牌真實
性對中小企 業成長之初探。2013世界華人工業設計論壇，華
梵大學：新北市。本人為第一作者。
林俊彥、張仁家、季璐、林憬（2012年06月）。新產品開發專案團
隊成員衝突 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角色扮演教育訓練
的干擾效果。2012技職教育續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科技大
學：台北。本人為第一作者。
林俊彥、林憬、季璐 （2012年06月）。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Electronic Mail 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a Hong
Kong Academic Organization。2012技 職教育永續發展學術
研討會，台北科技大學：台北。本人為第一作者。
林俊彥、張美智、蔡信豐（2009年12月）。自然想像力對科技教育
之文獻分 析。第3屆<創新+科技+生活+經濟+？>研討會，新
北市：板橋。國科會：98-2511-S-027-006。本人為第一作
者。
林俊彥、陳毓珺（2009年11月）。先進國家職能架構之發展。2009
海峽兩岸應用性高等(技職)教育學術研討會，深圳職業技術
學院。國科會：96-2522-S-027-001-MY3。本人為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林俊彥、張美智（2009）。自然想像力對科技教育之文獻分析。
2009第三屆「創新+科技+生活+經濟+?」研討會。2009年12月
18日，板橋：致理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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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彥、張美智（2009）。台灣五專學制發展策略之研究。2009海
峽兩岸應用性高等（技職）教育學術研討會。2009年11月30
日-12月4日，深圳：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林俊彥、陳毓珺（2009）。進國家職能資格架構之發展。2009海峽
兩岸應用性高等（技職）教育學術研討會。2009年11月30日12月4日，深深圳：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林俊彥、郭美辰（2008）。能力本位教育的發展趨勢。2008海峽兩
岸應用性高等（技職）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6-252。
2008年11月4日-6日，北京：北京聯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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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治校理念
摘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無論在國內外都是極富盛名的百年名校，秉持
著「誠樸精勤」校訓，培育出無數精銳優質的工業技術人才，是戰後
臺灣工業快速復甦的重要推手，更是推動臺灣經濟起飛的關鍵樞紐，
這其中有著歷任校長們認真辦學、師生齊心齊力所打下來的穩固基
礎，更有著校友們對母校的殷切期盼與全力支持，讓北科大顯得出類
拔萃、與眾不同。
個人在求學階段雖未能躬逢其盛，但卻很幸運地和北科大結下很
深的緣份。自民國78年到本校任教已逾28年，承蒙歷任校長的肯定，
讓我有機會能為這所學校略盡棉薄之力，曾經擔任過教務長、總務
長、主任秘書、院長、所長及主任等行政職務，且在本校改制、改名
過程承擔重要關鍵任務，對於校務領導和管理累積不少豐富的實務經
驗，且由於這些行政表現獲得不錯的口碑，曾被一所私立技術學院和
一所私立大學延攬擔任校長職務，讓我在學校治理上擁有更多精進機
會，進而對整體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脈絡有了更為清晰的理解，同時
亦獲取充沛的產官學研人脈資源。
目前北科大已有美好的發展願景與藍圖，值此關鍵時刻，需要的
是一位領導者來帶領大家有效落實、持續成長。因此，在未來的四
年，我將以「卓越北科、厚植臺灣、立足全球」的願景為經，以「傳
承賡續、創新躍升」的理念為緯，提出未來校務推動的重要目標與策
略。其中「卓越北科、厚植臺灣、立足全球」的願景是要持續保有北
科的卓越，為臺灣育才、為產業增值、為社會增能，進而立足全球和
世界大學爭鋒。而「傳承賡續、創新躍升」的理念則是承先啟後，強
化向心力，因應未來環境變化，持續本校向上躍升的動能。
在未來重要校務推動的目標上，我提出11個目標，其中在「卓越
北科」面向包含「打造無所不在全方位的學習情境」、「激發教師能
量，鼓勵多元展能」
、「形塑高效、人性化的行政運作模式」及「營造
校園共榮氛圍」；在「厚植臺灣」面向包含「培育國家未來關鍵人
才」、「畢業生為企業用人首選」、「擴展產業影響力」及「加值北科
SCI(social contribution index)」；在「立足全球」面向則包括了
「擴大國際招生」、「加速校園國際化」及「提升學校國際排名」等，
並依據目標發展出34項具體策略。
猶記得昔日舊行政大樓的對聯寫著「莫道是他人子弟，當看若自
己兒孫」，這句話時時提醒著我莫忘初衷!我深切的期盼，也極具信
心，希望能以自己多年來學校經營的豐富經驗、參與高教政策制定所
累積的視野格局，以及豐沛的國內外產業關係和人脈資源，在未來關
鍵四年，讓北科大這所百年名校能更加的卓越與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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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選動機
人生不是在舞台下圍觀，這世界需要您縱身其中
(The sidelines are not where you want to live your life. The world
needs you in the arena.)
–蘋果執行長提姆·庫克
(Tim Cook, Apple CEO)
走在蓊鬱蒼翠的百年校園，腦海裡彷彿聽見「工業建國、吾校任
重」的洪亮歌聲，這是北科大校歌的第一句，也彰顯出北科大在臺灣
工業發展上舉足輕重的歷史定位。這所百年名校，秉持著「誠樸精
勤」校訓，多年來培育出十二萬名精銳優質的工業技術人才，是戰後
臺灣工業快速復甦的重要推手，更是推動臺灣經濟起飛的關鍵樞紐，
這其中有著歷任校長們認真辦學、師生齊心齊力所打下來的穩固基
礎，更有著校友們對母校的殷切期盼與全力支持，讓北科大在臺灣高
等教育界顯得如此與眾不同，熠熠生輝!
雖然在求學階段未能躬逢其盛，但我卻很幸運地和北科大結下很
深的緣份。我於美國取得技職教育碩、博士學位返臺後，先在教育部
技職司服務過，民國78年前來本校任教，算算已逾28個年頭，佔自己
職涯80%的時光。長久以來，承蒙歷任校長的不棄與認肯，讓我有機
會能為這所學校略盡棉薄之力，曾經擔任過教務長、總務長、主任秘
書、院長、所長及主任等行政職務，且在本校改制、改名過程承擔重
要關鍵任務，對於校務領導和管理累積不少豐富的實務經驗，且由於
這些行政表現獲得不錯的口碑，曾被一所私立技術學院和一所私立大
學延攬擔任校長職務，讓我在學校治理上擁有更多心得與精進機會，
進而對整體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脈絡有了更為清晰的理解，同時亦獲
取充沛的產官學研人脈資源。
近年來，北科大在姚校長立德先生的卓越領導下，更加脫胎換
骨、耳目一新，尤其姚校長全方位地進行校務改革，積極擘劃出北科
大20年的發展願景與藍圖，大幅提升了本校在國內外的能見度，無論
是在亞洲大學排名或是國內聲望的評比都有大幅成長，讓全校師生與
校友們為之振奮！而今姚校長投身到更大的舞台領航國家整體教育發
展，值此關鍵時刻，他為北科大所勾勒的遠景與藍圖，更需要一位關
鍵舵手來帶領大家持續且更有效的落實。基於個人與北科大深厚的因
緣，參與見證了北科大的成長，也熟諳學校的底蘊和問題，更以身為
北科一份子為榮，故期盼能以自己的教育專長與行政能力，傳承姚校
長所奠定的良好基礎，為北科大帶來更多的突破、創新與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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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當前高等教育環境瞬息萬變，需要更有彈性與機動的策略與
作為，四年正是最好的時機，不多也不少，一方面能在現有美好的策
略方針下去具體實踐規劃的學校目標，另一方面又可靈活的因應未來
可能的挑戰。因此我將秉持對北科大的承擔與願力，以「卓越北科、
厚植臺灣、立足全球」為願景，承先啟後來帶領著全體臺北科技大學
的師生、職工、校友們凝聚共識、齊心努力、建構策略、前瞻未來，
讓未來的四年在北科校史上留下燦爛永恆的光輝。
貳、描繪北科願景-「卓越北科‧厚植臺灣‧立足全球」
本校在90週年校慶時提出「光榮的歷史、卓越的未來」的願景，
經過16年來的努力和經營，北科大已是一所卓越的科技大學。但是環
境變化迅速，卓越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惟有不斷地自我挑戰、自我
改善，才能持續保有北科的卓越，為臺灣育才、為產業增值、為社會
增能，進而立足在全球和世界大學爭鋒。
參、校務推動理念-「傳承賡續‧創新躍升」
北科大的定位是「具技職特色的實務研究型大學」，我未來四年
的校務推動理念，將秉持「傳承賡續‧創新躍升」二個主軸發展。
「傳承賡續」是承續姚校長和黎校長已擘畫完成的校務藍圖，強化向
心力，持續有效的落實及推動。「創新躍升」是因應未來環境變化，
凝聚共識，持續本校向上躍升的動能，開創本校的新局面。
肆、校務推動目標與策略
我以「卓越北科、厚植臺灣、立足全球」為經，以「傳承賡續、
創新躍升」為緯提出未來校務推動的重要目標與策略。當然這些只是
初步的構想，實施前仍須凝聚共識，再依照行政程序落實執行。
一、「傳承賡續」
行政就像接力賽，一棒接著一棒。我將本於既往優秀的傳統與完
善的規劃，持續推動。由於本校推動中之計畫項目甚多，以下謹就全
校師生、校友可能關心部分酌做補充：
(一)持續推動新校舍興建計畫
針對興建中的精勤樓及誠樸樓，規劃完成的群光大樓及校友體
育館，我將全力督導，排除障礙，力求早日完成，以解決本校空間
嚴重不足問題。至於體育空間及相關空間的配置與運用，將於接任
後，聽取各方意見，以創造多贏的局面。並借重本校土木建築專長
教師及校友，在校舍興建過程中提供專業協助，使工程進度和品質
更加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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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推動中的競爭型計畫
目前本校正積極研擬申請教育部之「高教深耕計畫」、經濟部
「價創計畫」等，本人將於通過後，帶領行政及教學團隊共同落實
執行，強化支援系統，豐碩計畫成果。
(三)完善經營五專重現榮光
個人於上任後，當積極接續籌備五專復招工作。由於五專學生
屬性與管理法源和大學不同，課程規劃、師資安排、學生輔導等相
關作業須盡快增設專科部與相關科系共同完成。且復招第一年的成
敗將決定未來五專的永續經營，我們如匯集校友和教育部資源，仿
照中信金控管理學院的辦學模式，相信可以吸引優秀學生就讀，延
續本校「臺北工專」的榮光。
(四)擴大凝聚校友力量
校友是母校力量的延伸，本校十分幸運有一群非常關心且高度
認同母校的校友，為本校發展貢獻卓著。近年來校友們熱心捐款興
建大樓、改善研究和教學空間或設備、獎勵師生研究發表、挹注研
討經費、協助解決校務發展問題，其功不可沒，不僅名留校史，更
讓師生感動。姚校長任內更勤於經營校友網絡，讓這股力量更加與
學校緊密鏈結。為了擴大凝聚校友力量，未來本人除積極參與校友
會活動，定期向校友報告學校近況外，也將盡速促成校友預定捐贈
本校鐘樓之工程，使成為臺北市的新地標。
二、「創新躍升」
以下針對「卓越北科、厚植臺灣、立足全球」的願景，勾勒重要
目標與策略：
(一)卓越北科
1. 打造無所不在全方位的學習情境
本校以具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為定位，以培養企業家的
搖籃為職志，近年來已逐步展現此特色，但面對教育科技與產業的
與時具進，如何建構更精進之數位學習環境、MOOCS 課程，並強化
學生有意義的跨領域學習內涵，進而擴展學生之學習深度及廣度，
跨越校園，營造無所不在全方位的學習情境。擬採取策略如下：
策略1：落實實務導向課程與教學
策略2：強化學校產業鏈結之實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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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3：持續配合科技進步精進教學設施
策略4：強化學生自主學習、激勵學習風氣
2. 激發教師能量，鼓勵多元展能
本校是百年老校，教師人才濟濟、能力多元，有的老師擅長研
究、有的擅長爭取外部資源、也有老師擅長教學與輔導。如何讓每
位教師在自己的專長上各有發揮、就可在教學、研究、服務等面向
匯集出巨大的能量。因此，在兼顧大學排名提升的前提下，或可考
慮推動教師多元升等。此外不論學術或實務研究通常要有明星級教
授組成團隊，給予充分資源和支持，才有高品質論文的產出。同
時，本校目前生師比偏高，需逐步調整到教育部理想的15:1，所以
平衡教學、研究、實務的功能增聘優質師資，也都是未來努力方
向。
策略1：協助教師自我定位、推動多元升等
策略2：強化校內教師專業研究發展成長社群
策略3：鼓勵組成研究、研發明星團隊
策略4：針對學校定位，延攬優質師資
3. 形塑高效、人性化的行政運作模式
行政是為了教學與研究提供服務而存在的，因此需要透過完善
而有效的管理機制來提升整體行政運作效能。未來如何更緊密處室
間的橫向聯繫與溝通，適度授權、精簡會議時間，本於人性、提高
行政效能。
策略1：緊密單位間的橫向溝通
策略2：適度授權、精簡會議時間
策略3：定期盤點、滾動修正內控內稽制度、強化風險自我管理能
力
策略4：暢通教職員工及校友意見回饋機制
4. 營造校園共榮氛圍
自本校改名科大後，已增設不少系所，逐步朝向多元化發展，
由於各院系所均各有其特性，宜秉持兼容並蓄的精神，尊重各院教
師領域特性的差異，賦予各院自訂獎勵標準的彈性。此外，學生為
學校的主體、教師為學校的基石、職工同仁為行政運作之根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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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維護全體教職員工生之權益與尊嚴，共創和諧相互合作的優質校
園氛圍亦為重要課題。
策略1：重視各院特性差異，鼓勵各院發展特色
策略2：與時俱進，維護教職員工生權益
(二)厚植臺灣
1. 培育國家未來關鍵人才
為培育國家產業人才，本校於5+2國家產業中，以亞州矽谷、
生技醫療、綠色能源、智慧機械等四大產業作為本校國家重點產業
人才培育方向，未來可結合本校豐沛之校友資源以及本人數十年來
所累積的產官學研等人際網絡，積極推動以下策略，以強化國家重
點人才培育。
策略1：設立新世代優質產業人才培育課程
策略2：鼓勵跨領域整合能力學程
策略3：成立跨校性研發中心
2. 畢業生為企業用人首選
依據調查顯示「具創新思考能力」、「溝通合作能力」、「外語能
力」以及「專業能力」為企業所重視之能力，其中前三項為本校學
生應予加強的能力，為使本校畢業生更為企業用人首選，爰提出以
下策略：
策略1：強化學生職場外語能力
策略2：充實學生溝通協調能力
策略3：激發學生創新能力
策略4：深化學生專業核心及實作能力
3. 擴展產業影響力
為協助臺灣產業發展，本校可以結合科技部、經濟部、國家發
展委員會、縣市政府產發局、科學及文創園區、校友企業、創客團
體等單位之資源，借重其輔導創新、創業績優之案例與經費挹注，
協助新創企業生根發展。
策略1：連結校友及相關資源進行相關產業技術研發
策略2：提供企業經營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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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3：輔導在校生及畢業校友創業
4. 加值北科 SCI（social contribution index）
優質大學必須重視對社會的付出與貢獻，我認為未來四年可以
強化本校對臺灣社會的奉獻，進而提升本校聲望：
策略1：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媒合教師組成「大學社會實踐計畫」
團隊
策略2：結合師生力量與資源，關懷弱勢族群
策略3：選擇本校優勢領域成為國家及產業智庫
(三)立足全球
1. 擴大國際招生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為我國招生的重要對象，以個人於他校服務
期間積極推行與日本、東南亞、歐美之學術交流與產業交流，具有
良好人際網脈，相信尤能協助越南、泰國、馬來西亞之招生與交
流，拓展國際優秀生源，進而拓展跨國雙聯學制與交換生交流國
家。
策略1：聚焦亞太，擴展國際優秀生源
策略2：重視 inbound outbound 雙管並進，拓展雙聯學制與交換生
交流國家
2. 加速校園國際化
本校多年來致力於擴大招收國際生，如何更有效協助國際生來
臺後之信仰習慣、飲食文化之適應，改善國際生住宿環境，提供安
全的租屋資訊平台，建立友善校園，方能建立口碑。
策略1：改善國際生住宿環境或提供租賃協助
策略2：學生餐廳設國際生飲食專區，宿舍提供廚房開放國際生使
用
策略3：完善學習環境雙語化
3. 提升學校國際排名
知名的世界大學排名以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版大學排名、上海
交大排名、QS 世界大學排名為最具公信力，本校可參考他校，找出
自己弱項，訂出提升目標，舉辦教師座談，調整獎勵機制，除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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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爭取提升上述排名之外，亦應針對本校發展優勢學門及重點領
域，拔尖挹注資源，做為未來提升排名的標的。
策略1：針對世界大學評比本校弱項指標持續強化
策略2：針對本校優勢領域進行拔尖挹注
伍、結語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生命的美好不在於它的長度而在
於它的厚度，想像一下這個美麗的校園，充滿著現代尖端科技的具體
形象又有著古老的、篳路藍縷的學堂氛圍，學生們熙來攘往，笑聲不
斷，有些正在實驗室裡埋頭苦幹，有些正專注地動手製作他們的專業
作品，還有一些熱切地討論新創意、新點子、或在陽光中庭裡忘情沉
思，呈現著蓬勃生機與盎然的學習動力。校園裡夾雜著各種不同的口
音與膚色交錯，卻散發出一種共同的氣質-那就是既誠樸又精勤、既
夢幻又務實、既關懷本土又放眼國際、能兼容並蓄且多元共榮的北科
人精神。我深切的期盼，也極具信心，以自己多年來學校經營的豐富
經驗、參與高教政策制定所累積的視野格局，以及豐沛的國內外產業
關係和人脈資源，必能使這美麗的圖像在未來的四年更加鮮明。「莫
道是他人子弟，當看若自己兒孫」，昔日舊行政大樓的對聯時常提醒
著我莫忘初衷，我願意於未來關鍵四年，傾盡全力讓這所學校更加的
卓越與不凡。
備註：
1、本表以5000字以內為原則，並請另附1000字以內之摘要乙份；請以標楷
體14號字體繕打，並使用Ａ4格式紙張，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接續。
本表資料除紙本19份外，並請繳交 WORD 電子檔。
2、本表應與候選人資料表、著作、作品或發明目錄、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
表及相關承諾書同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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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諾書
一、本人已充分瞭解 貴校校長遴選相關規定並同意擔任校長候選
人。
二、本人聲明所提供之學經歷資格證明文件均正確無誤，如有不
實，責任自負。
三、本人承諾若獲聘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14任校長，於擔任校長
期間將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等利益，如有兼任
上述相關職務者，於應聘前辭去兼職。
四、本人承諾若獲聘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14任校長，於擔任校長
期間將全力為教育貢獻、為社會服務，個人有關之利益，如待
遇、福利、任期等，除法令明文規定者外，絕不尋求利己性之
變更。
五、本人聲明所提供之學術研究著作及相關資料，從未經教育部或
科技部判定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如有違失，法律責任自負。

具承諾人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應與候選人資料表、著作、作品或發明目錄、學術獎勵
及榮譽事蹟表、治校理念及其摘要同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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