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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圈第 20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5 年 7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聯合辦公大樓南棟 18 樓第 20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陳政務次長德華

出席人員

朱主任曉萍、李研發長芳仁、李副研發長宗翰、李組長天健、吳副

記錄 蔡函汝

執行長昭容、林副校長建煌、林助理研究教授佳怡、胡小姐瑞敏、
孫副研發長孝芳、陳校長正成、陳副校長信宏、陳執行長國棟、陳
研發長英忠、陳組長永祥、陳專員家瑜、詹資訊長前隆、楊秘書淑
蓉、趙研發長崇義、劉研發長幼琍、劉主任德騏、劉小姐庭瑜、蔣
主任國平、駱副教授俊良（依姓名筆劃排序）
教育部

李司長彥儀、李科長政翰、陳專員芳玲、蔡函汝小姐

壹、主席致詞：(略)
貳、業務報告
一、有關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總考評作業規劃及辦理情形，請各校預作規劃安排。
說

明：
(一) 依本計畫追蹤管考機制規定，執行 5 年期滿辦理總考評，以了解並評估本
計畫推動成效。本計畫自 100 年 4 月 1 日起執行迄今屆滿 5 年，爰依規定
規劃辦理相關考評作業。總考評包含書面考評及實地考評，除將審查本計
畫執行 5 年各校應達成之總績效目標，亦針對各校自訂之逐年績效目標及
配合本部政策辦理事項執行情形加以檢視，執行情形將以 100 年 4 月 1 日
起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止作為檢核之時間基準。
(二) 書面總考評對象包含獲本計畫補助之 12 所學校、39 個研究中心、2 個大
學系統（臺灣聯合大學系統、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及強化人文系統社會領
域卓越發展計畫（由國立政治大學、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及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共同執行）
；實地考評則針對獲本計畫補助之 12 所學校（含 12 校獲補
助之研究中心）。有關各項考評作業進度及期程說明如下：
1. 書面總考評作業：書面審查預計將於 7 月底完成，本部將儘速召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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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會並彙整相關意見，提供各校參閱。
2. 實地總考評作業：實地總考評訂於 9 月底至 10 月間進行，前業以 105
年 7 月 5 日臺教高（二）第 1050092752 號函通知各校實地總考評時
間，並請各校依相關說明預作規劃與安排。
3. 本部擬規劃於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期間，安排大學系統、研究中心
（5 所未獲全校性計畫研究中心）、強化人文系統社會領域卓越發展計
畫到部進行簡報，說明計畫辦理成效。
二、有關 106 年延續性計畫，計畫現已提報行政院，請各校依原計畫方向持續規
劃推動。
說

明：
(一) 有鑑於「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發展典範科
技大學計畫」均將於 105 年 12 月 31 日執行期滿，因涉及龐大經費，仍需
持續與各界溝通獲得共識，並俟立法院及行政院通過，始得據以推動辦
理。
(二) 為使各大學計畫無縫接軌，爰以延長前揭競爭性計畫 1 年執行期間至 106
年 12 月之方式做為緩衝，補助額度將以不超過各計畫 105 年之經費為
限，使各大學計畫無縫接軌，相關人力及經費配置不受影響，另此過渡期
間之計畫重點，本部將於 105 年 10 月底前完成各計畫總考評作業，盤點
檢討現行計畫之執行成果及問題，106 年將聚焦於仍有改善空間之面向，
並以學生學習成效及就業競爭力為主體，持續推動各項改善措施。

参、討論事項
案

由：有關 105 年度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成果論壇規劃方向，提請

說

明：

討論。

一、為追求高等教育卓越，協助大學提升國際競爭力，本部自 95 年起推動「發展
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第 1 期），100 年 4 月並賡續推動「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
（第 2 期），計畫執行迄今近 10 年，各校在國際聲望、科研
成果、教學創新、人才培育以及產學合作均有亮眼的成績，為讓頂大學校與
社會有更多聯結與對話，本部擬於 105 年 9 月至 12 月再辦理頂大計畫成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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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活動。
二、本次成果展擬規劃以人物故事及案例成果為核心，透過校園論壇形式呈現三
大面向之計畫成果，包含：
（一）師生表現：學生國際競爭力和跨界能力、教
師教學亮眼表現；
（二）經濟貢獻：強化頂大創新研發成果對社會經濟所注入
之能量：
（三）社會關懷：展現頂大學校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及關懷行動，如：
透過數位化課程將知識帶入偏鄉等。
三、除以校園論壇形式辦理，後續將再委由專業媒體，以平面專刊及網路等管道
深化行銷，盼能改變並建立起社會對頂大計畫的信任，翻轉社會對頂大計畫
資源挹注之負面觀感，看見透過本計畫所挹注資源，不僅產出卓越的國際學
術表現及研發和成果，更是孵育尖端人才的搖籃、持續帶動臺灣高教發展和
翻轉的動力。
四、為使成果發表內容更有區別性，擬規劃於北、中、南區各舉辦各一場論壇，
並以前述三大面向計畫成果為題辦理。請各場次推派一所總主辦學校負責成
果論壇規劃事宜，並協調各場次論壇之協辦學校，俾利安排後續相關事宜。
有關分工事宜，提請
決

討論。

議：
一、 北、中、南區三場次論壇分別由國立臺灣大學、國立中興大學、國立成功大

學主辦，北部場主軸為「經濟貢獻」
、中部場為「師生表現」
、南部場為「社
會關懷」
。考量各校將於 9 月至 10 月進行考評作業，爰擬訂於本年度 12 月舉
辦三場論壇活動，請各校協助配合主辦學校作業，最遲於 11 月中旬前提供三
大主題之人物故事及案例成果。
二、 建議各校可自行推廣宣傳頂大 10 年改變，藉由校友訪談、社會有感成果案例

故事分享等方式，逐漸翻轉社會對頂大計畫資源挹注之負面觀感，並建立社
會對頂大計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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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提案：有關本部提供予各校 99 學年度至 101 學年度畢業生就業薪資原始資源之
分析運用情形，提請
說

討論。

明：
一、為加強就業輔導，縮短學用落差及改善教育資源之配置效率，本部自 103
年與勞動部著手建立大專畢業生就業追蹤作業機制，希藉由大數據方式掌
握畢業生的就業流向與薪資水準，歷時約一年半之作業，總計比對 99-101
學年大專畢業生計 90 餘萬名，100-103 年薪資所得共 490 萬筆，勞保、公
保、農保及軍保加退保紀錄約 800 萬筆。
二、畢業生流向之掌握應為各校之重要工作，本部業於本（105）年 2 月 1 日
以臺教技（四）字第 1050016757 號函將各校畢業生就業及薪資之原始資
料（去除得以辨識個人之資訊）提供給各校，俾利學校進行分析作為辦學
之參考。另整體之分析報告亦公布於本部統計處網站（首頁／分析與研究
／應用統計分析／105 年應用統計分析）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aspx?n=EED2462F7B4EE089&sms
=2017CA908D8E0BE9）。
三、前揭資料包含不同學歷之畢業生就業情況，並可依博士、碩士、學士及專
科分類，再依有無工作經驗，區分為日間學制及進修學制(或在職專班)，
惟博士班皆為日間學制，故以 35 歲為門檻，按「未滿 35 歲」及「35 歲以
上」加以分組，亦可輔以畢業學門別(或學類、科系)及就業行業別等細部
研析，再搭配觀察「已投入職場比率」進行分析。
四、有鑑於畢業生之表現亦為學校辦學品質之一環，為了解各校掌握畢業生表
現之情形及如何使用於校務經營管理之改善，惠請各校於實地考評時將此
納入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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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及資源配置效率，並強化就業輔導、縮短學用落差，
建請各校妥善運用分析畢業生就業及薪資相關數據，以作為辦學參考。
二、畢業生薪資及流向分析結果將作為本次實地總考評簡報重點項目之一，本
部另將以電子檔密件提供頂大 12 校畢業生薪資及流向分析數據，請各校
運用相關資料進行分析，並將結果納入實地總考評簡報中說明。

伍、散會(下午 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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