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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前言 

• 教育部獎勵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實施

要點(草案) 

計畫辦理依據 

• 鼓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建立機制，針對業界具體之人力需

求，以就業銜接為導向，契合辦理相應之產學專班學程，培

育具有實作力及就業力之優質專業人才為業界所用 

計畫目的 

• 公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公私立專科學校亦得準用 

補助對象 



要點草案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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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草案修正方向 

本部產業學院計畫自102學年試辦迄今，依據各校實際推動
情形進行檢討，並依據遭遇之困境，配合修正實施要點。 

• 要求學校召開相關說明會進行宣導 

• 請參與專班學生簽署確認參與書 

部分計畫專班課程錯

估學生可負荷程度 

• 強化學校對合作機構留用專班結業學生之工作

條件進行評估並規劃相關輔導措施之責任 

專班結業學生不願為

合作企業留用 

• 調整經費補助額度及方式，引導學校積極輔

導學生持續參與專班，避免學生流失 

• 透過具體獎勵結業及留用成效優良個案，激

勵學校持續投入 

部份專班學生結業率

偏低 

成效檢討 因應措施規劃 



計畫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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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內容 

學程領域別 

(擇一勾選) 

• 精密機械與光機電類 

• 電力電子及資通訊類 

• 環境工程及化工材料類 

• 生技、醫護及農業類 

• 商管及文創設計類 

• 餐旅及觀光休閒類 

專班合作模式 

• 單一系所與單一合作機

構之合作。 

• 單一系所與多家合作機

構之合作。 

• 多系所與單一合作機構

之合作。 

• 多系所與多家合作機構

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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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盤點整合相關系所課程學分架構，與合作機構共同
規劃大學部(含專科)二十學分以上，或研究所十二學
分以上之專業課程 

• 課程規劃應有至少二個月之校外相關實習 

 

 
• 以雙學位方式辦理，應與合作機構共同規劃四十八學
分以上之專業課程，得規劃對外招生之契合式人才培
育專班學位學程，專班名額由辦理學校於總量內調整 

• 參與學生應有三個月以上之校外相關實習 

學位學程 

計畫申請規範 
學程類別、學分數及專班人數 

大學部專班人數應在15人以上，研究所專班人數應在10人以上 

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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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計畫書應有之內容 

一、學校整體課程架構之調整規劃 

   應盤點整體課程，適切安排各基礎及通識課程及修業

年級，以利學生參與專班之專業訓練課程，包含： 

• 學校整體課程及申請系所課程盤點情形 

• 參與專班學生之整體課程調整規劃(含基礎及通識

課程修業年級之安排及規劃、因應專班應修習學

分及校外實習之規劃) 

 

計畫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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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計畫書應有之內容 

二、「產業學院」專責窗口之建置規劃 

敘明專責人力運作機制及人力配置，連結與產業公會交

流平台，整合及協調校內系所。具體內容包含： 

• 專責窗口執行運作之組織架構 

• 人力配置及連絡窗口 

• 與產業公會資訊交流平台連結方式 

• 協調校內各系所辦理專班之支援及配套規劃 

 

計畫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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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合作機構共同規劃專班課程內容，應包
含： 

• 學程專班名稱 

• 學程專班辦理期程規劃 

• 合作機構簡介(如有多家合作機構應分列) 

• 合作機構對專班學生所提出之技術人才培育需求(含

要求之核心技術訓練) (如有多家合作機構應分列) 

• 與合作機構共同規劃之課程架構及特色 

• 課程規劃與合作機構所需技能需求之對應 

 

計畫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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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機構應配合事項之規劃，需與合作機構
洽定合作意向書，並於計畫書敘明完整規劃，其
包含： 
•   共同甄選專班學生。 
• 共同規劃專業課程、編製教材並訂定結業標準。 

• 提供業師協同教學。 
• 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及相應之實習津貼。 
• 以正式員工（非試用期）之工作待遇，聘用專班結業

學生(應敘明預計員額)。 

• 專班完成辦理時，提出與結業學生協議聘用之辦理情
形說明。 

 

計畫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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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銜接輔導之規劃 
學校應對合作機構擬留用專班結業學生之工作待遇（包括薪
資、工作地點、發展願景等），就學生需求及就業市場現況

，進行成效評估，並提出相應之輔導策略。 

(一)合作機構擬提供學生結業後之工作待遇(薪資、工作地   

    點、職務發展願景)情形 

(二)前項提供內容與就業市場現況相較之評估分析 
(三)合作機構提供就業條件與學生就業需求期待之符合程度 
 
專班甄選配合辦理相關說明會，使學生了解結業所需條件

及就業銜接之職涯願景。 
規劃專責人員針對專班參與問題提供諮詢。 

 

 

計畫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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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費需求 

提出專班總經費及各年度額度需求，並提供第一學年申請經
費明細  
 應編列占補助百分之十以上之自籌款。 
 補助經費應支用於業務費，項目得包括業師鐘點費、講

座鐘點費、教師鐘點費、工讀費、工讀人員勞健保費及
勞退金、出席費、交通費、稿費、健保補充保費、保險
費、膳宿費、印刷費、實作材料費(須敘明明細)、教學設
施租賃費(須敘明設施及其用途)、雜支等。 

 如編列教師鐘點費，應支用於學校課程基準(即畢業修業
學分)外，為計畫額外加開課程所需之校內教師鐘點費。 

 如編列保險費，除辦理各類活動所需之平安保險費外，
亦得支應學生實習意外險費用。 

 有人事費或設備費經費需求者，應由學校以自籌款支應
。 

 

計畫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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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內容 

經費補助額度 

學程類別 核定年數 核定額度 

學分學程 
以二學年 
為限 

二學年 
第一學年40萬元、
第二學年30萬元為

原則 

  學位學程 
二學年或 
四學年 

    每學年 
     分期           補助30萬元為原則 

 第2學年經費撥付依據持續參與學生數比率撥付：持續參與率80%
以上，依原核定第二學年補助額度*持續參與比率，未達80%者停
止補助 

      舉例：專班學生共20人，第2學年參與學生18人，持續參與學生數
比率為90%，第二學年核給經費為27萬元(原核定第二學年補助額
度30萬元*90%) 



17 

 其他注意事項 
 獲本計畫補助之經費項目，不得再向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申請獎補

助款；其有重複獎補助情形，本部得廢止原核定補助之處分，並追

繳其重複部分之經費。 

 獲補助學校應配合專班開辦2個月後，檢送學生簽署之計畫參與確

認書 

 於每學年結束後1個月內，向本部提交計畫執行報告；其契合式人

才培育專班有未依計畫確實執行者，即使學生參與情形符合預期，

亦將檢討其後續推動，於必要時並得扣減或終止計畫補助。 

 核定執行期間屆滿，獲補助學校應於執行報告中檢附合作機構出具

敘明留用專班結業學生情形之說明文件，作為辦理學校後續計畫申

請經費補助參考 

 結案時應檢附合作機構敘明專班結業學生留用情形之說明，未達

80%者，應完整說明專班學生結業後之流向。 

*留用率計算=合作機構留用人數/專班結業學生數 
 

 

 

計畫執行與獎勵 



計畫執行與獎勵 

獎勵機制 

獎勵要件 

• 執行期間持續獲計畫補

助 

• 合作機構留用專班結業

學生比率達80% 

• 期末報告經本部審議確

認成效卓著 

獎勵額度 

• 最優等者獎勵新臺幣30

萬元 

• 次等者獎勵20萬元 

• 再次等者10萬元 

 

• 獎勵經費之支用 

• 得用於「產業學院」計

畫推廣活動之辦理或挹

注學校計畫辦理單位之

業務費用。 

審議重點 

• 專班課程實施（含業師

配置）與計畫之相符性。 

• 專班結業學生對整體計

畫之滿意度。 

• 期末執行報告提報時，

專班結業學生之就業率

及就業人數。 

• 專班學生就業職缺及工

作待遇之計畫相符性。 

• 與計畫合作機構之後續

合作。 



 申請方式及期程 



申請資格及件數 

1.申請資格 
   -全國技專校院 
 

2.專班形式 
   -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 
 

3.申請件數 
   -每校至多申請10案

次 
 
 

準備撰寫計畫 

1.1個申請計畫申請1
項學程計畫 

2.提出計畫前，申請
單位應與合作機構
，及該校內部之院
科系所、主計等相
關部門應先行溝通
協調 

3.確認合作機構及雙
方權利義務 

 

提出計畫申請 

需備資料： 

1.計畫書(一式2

份)(膠裝) 

2.經費申請表應

由學校之承辦單

位、主計單位及

機關首長核章 

申請方式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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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方式 
 

 採線上申請方式，請各校依參照計畫書格式各欄位依序
填寫，於本部產學合作資訊網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index.aspx
填寫計畫及經費需求，匯出並核章後，併同廠商合作意
向書(雙方簽署)上傳系統，並送紙本2份(以不超過30頁
為原則)至本部計畫辦公室，逾期、資料不齊者不予受理 

申請方式及期程 

上網填寫計

畫及經費表

後匯出列印 

送校務審查

核章後併同

合作意向書

上傳系統 

核章後1式

2份郵寄至

計畫辦公室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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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年申請「產業學院」計畫期程 

期程 辦理事項 

105.03.01 申請及系統填報說明會 

105.03.20 105年計畫系統開放填報(暫定，俟要點公告後辦理) 

105.03~105.04 由區產中心辦理個別媒合活動 

105.04.20 105年度申請計畫收件截止日(系統於4.20下午5時關閉) 

105.04.20~05.20 計畫辦公室行政作業及計畫審查期間 

105.06.08 公布105年度申請計畫通過名單 

105.06.15前 
1.於線上完成計畫書修正(含經費) 
2.提交紙本修正計畫書1份 (含經費)至計畫辦公室 

105.07.30前 完成105年補助案撥款事宜 

申請方式及期程 

未依期限完成修正或未依審查意見修正完成者，不予核定。 
計畫期程以教育部正式公文所訂日期為準 



 管考說明 



管考說明 

 

1. 將以E-mail或函文通知各校連絡窗口及計畫主

持人。 

2. 相關資訊同時公布於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 

3. 請各校承辦人與計畫主持人於系統開放期間內

填報完畢。 

 

     



自105年起之管考期程 

時間 內容 

08.01  本學年計畫開始 

10.01前  繳交專班學生簽署之計畫參與確認書 

隔年01.15前  第一季執行報告之線上填報 

隔年06.15前 
 第二季執行報告之線上填報 

 繳交期中成果報告申請下一年度補助款 

隔年07.31  本學年計畫結束 

隔年08.31前  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結案成果報告 

管考說明 

※相關規範及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函文或計畫辦公室通知為準 



連絡資訊 



連絡資訊： 
教育部技職司 蔡詩欣 科員 02-7736-6740  
                                                   shushin@mail.moe.gov.tw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宜璇 管理師  02-2730-1152 
                           lin90963@mail.ntust.edu.tw 

陳沂萍 管理師  02-2730-1165 
                           yiping@mail.ntust.edu.tw 

 
 
 

  產業學院計畫申請及管考網站：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