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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簡介

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主要作為校內各單位執行高等教育深耕相關計畫協調窗口，本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副中心主任兩人，分設研究組、跨域教學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推動高教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以
及「善盡社會責任」四大項目進行。

中心主任
(主任秘書)

中心副主任
(教務長)

中心副主任
(研發長)

跨域教學組長 研究組長

落實教學創新 提升高教公共性 發展學校特色 善盡社會責任

落實教學創新
專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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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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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實教學創新」部分，本校以深耕基礎、強化跨
域、課程翻轉、活化教學、儲值技能及職涯拓展為目
標，期能達到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術能力、跨域學習
能力、創新創業能力。以跨域與實作為主要精神，分
別推出:
1.特色教學團隊
2.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
3.創新教學課程
4.特色專業實地實務課程
5.第二專長

在「落實教學創新」部分，本校以深耕基礎、強化跨
域、課程翻轉、活化教學、儲值技能及職涯拓展為目
標，期能達到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術能力、跨域學習
能力、創新創業能力。以跨域與實作為主要精神，分
別推出:
1.特色教學團隊
2.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
3.創新教學課程
4.特色專業實地實務課程
5.第二專長
6.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四、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



特色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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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教學創新

活化各類學分學程及推廣跨領域學習，針對以往學分學程制度進行
全面調整，依據學制、學生特性、學分制度、多元學習、教學創新
及產業需求等層面，共設立「跨域微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
等學程，以下分述說明：

跨域微學程

跨領域學分學程

以系專業為主軸，針對特定產業所需之跨域主題，以學生了解產業技術並增加知識廣度
為跨域目標，籌組跨系及業師之教師團隊，規劃6至10個學分之跨域課程。

為提升大學生跨域核心技術能力及實務技能。推動跨系合作，對應產業需求，強化學生
跨域專業與實務操作技能，規劃符合產業趨勢之課程模組，跨域深度學習，規劃至少2
系共18個學分以上之跨域課程，並共同承認為畢業學分，以培育大學生成為跨領域專
業之產業需求人才。

各學
程範
例

http://itc.npust.edu.tw
各學程說明網站:

每堂課程依據課程需求規畫至少4週以上的創新教學及問題導向
學習之課程。
課程須先了解產業問題，並於執行時使用以下步驟進行教學，並
於期末進行相關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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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落實教學創新

由本校教師針對學期間教授之單一門課程提出申請，依據課程
專業領域創新教學並結合問題導向學習之課程設計，以提升教
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範例:車輛系流體力學
 發掘問題
 解題規劃
 自我學習
 小組討論
 呈現問題
 解決成果
 教學總結評鑑

每堂課程依據課程需求規畫至少6週以上的創新教學之課程。
課程須先了解產業問題，並於執行時使用以下步驟進行教學，並
於期末進行相關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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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課程落實教學創新

由本校教師針對學期間教授之單一門課程提出申請，依據課程
專業領域創新教學之課程設計，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
習成效。

範例:應外系心理學 發掘問題
 解題規劃
 自我學習
 小組討論
 呈現問題
 解決成果
 教學總結評鑑

設計思考第二步驟「需求定
義」，各組針對收集資料，歸
納整合並分析評估，對照第一
步驟發想之問題，聚焦並具體
定義出問題需求。

設計思考第四步驟「製作原
型」，學生於電腦教室進行3D
列印教學及繪圖，並於幼保系
創客教室進行3D列印成品製作。

設計思考第五步驟「實際測
試」，學生將3D列印成品透
過成果展將設計理念跟大眾
說明，收集問題及回饋資訊，
以利後續產品/服務方案的修
正。 10

特色專業實地實務課程落實教學創新

為提升學生的實務視野，使學生有機會接觸多元的工作環境，
增進學生於進入職場前之實地實務能力，做好職場的準備工作
而設立置專案計畫。

1. 由各系教師自組3人以上教師團隊
2. 搭配課程規劃積木式專業實作或短期實習
3. 至少5個以上的校外業界場域

讓學生有目的性的持續進行專業實作或短期實習，使學生能在
正規的實習制度外，更全面的接觸到自身專業領域的各種職場
類型，強化學生畢業後於就業的應變能力。

範例:
社會工作
職場之特
色機構實
地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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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專長修課專案落實教學創新

為提供學生多元發展促進跨領域學習，由系所申請開辦，推動
彈性修課的第二專長模式。

 開放系上80%選修(專業選修及一般選修)課程
 開放30%以上必修課程

學生修畢可承認為畢業學分(學分數依學生所屬系所規定)，在較
無壓力及限制的狀況下鼓勵學生培育跨領域專業技能，促進學
生適性揚才，培養技職優秀人才。

範例:
養殖系
第二專長

課程開放同意書，系上所有教師共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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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落實教學創新

鼓勵教師自發性組成教師專業社群，以提升教師教學精進及組
成跨領域課程的團體與成長機會，落實教師同儕學習、教師教
學經驗分享、教材改進及研究發展等主題式學習，達成增進教
學成效及自我成長之目的。

1. 成員人數(含召集人)至少五人以上，並成員系所來自兩個(含)
以上系所為原則。

2. 召集人須統籌社群活動之規劃、聯繫、實施與相關成果彙整。

範例:設計思考教學教師社群
召集人：蔡孟芳老師，參加老師：16位
主要涵蓋五個步驟：同理心、需求定義、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及實際測試。一個成功的設計思考，須通過可行

性、存續性與需求性三個準則的考驗，因此洞察力、觀察和同理心在設計思考的成功扮演重要的角色。

問卷
調查

統計
人數

成立
社群

協辦
活動

四、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



發展學校特色
專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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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

為建立親產學環境，鼓勵教師與產業鏈結，提高本校
教師參與產學合作之意願，以校務發展四大主軸結合
系所特色帶入「智慧鏈結」與「跨域整合」為核心策
略，進行產業前瞻/關鍵技術研發與商品化或進行專利
與技術佈局並扶植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組成兼具跨
領域特色研究團隊，來培育學生具備符合業界需求之
實務技能。
推動以下四種模式專案:
1. 跨領域研究團隊、
2. 專利或技術商品化
3. 跨校研究開發合作團隊
4. 跨國研究先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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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 跨領域研究團隊

A、B類型：
由本校教師組成跨院系教師團隊，共同就產業或特色主題進行跨領域合作研究，輔導
公協會廠商進而衍生產學合作計畫及技轉金，辦理相關國際研討會或論壇，並讓學生
參與產學合作計畫實務學習、搭配業師協同教學等，強化學生與實務接軌。

範例:
智慧軌道
車輛與農
用電動載
具開發

範例:
智慧灌溉應
用於香莢蘭
之栽培與生
產及其成分
分析與產品
研發之研究

為強化本校產學研能量，推動本校專任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校務基金進用
研究人員籌組跨領域研究團隊，與產業合作共同合作發展創新技術，並帶領學生執行
相關計畫，將技術融入至課程，藉以提升學生跨域核心技術能力及強化實務技能

C類型：
扶植新進教師接續績效優良資深教師之研究能量或配合校務發展方向發展研究技術。
E類型：
推動未執行過跨領域研究團隊之教師及當年度新進教師籌組跨領域研究團隊，引導教
師跨領域執行研究計畫、輔導學生參與及研究成果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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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 專利或技術商品化

推動教師將具有市場性與發展潛力之專利或研發技術進行應用
推廣，促成教師與廠商技術轉移並推動專利加值與及其他非專
利型態之智慧財產加值，間接提高技轉授權金及衍生產學合作
案，以有效提升本校智慧財產之產出成效。

範例:
參與系所：水產養殖系
商品化產品：天然海藻肌膚清
潔皂研究開發技術

參與系所：食品科學系
商品化產品：柚香殺菌洗
手劑

參與系所：體育室
商品化產品：田徑運動智能手
環設計開發-具步幅步頻輔助
分析功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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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 跨校研究開發合作團隊

促進本校跨校與夥伴學校及廠商合作，教師帶領學生參與共同
於技術研究、技術商品化之開發，將具有市場性與發展潛力之
專利或研發技術進行應用推廣，引導教師研究與市場需求結合，
以協助企業技術升級轉型，強化產業競爭力，最終促進教師與
廠商進行技術轉移或產學合作。

範例:

實驗前眼科檢查 尾靜脈抽血 解剖前肉眼檢查

參與系所：生物科技系
合作學校：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合作題目：百香果牛樟芝菌絲體在大鼠的90天口服安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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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 跨國研究先導計畫
為強化本校與UNTA聯盟學校及姐妺校之學術交流，教師籌組跨國教師團隊，
帶領學生進行學術研究，進而帶動雙邊學術發表及產學研合作計畫:

範例:A類 範例:B類
參與系所：社會工作系
合作學校：北京科技大學
合作題目：社會企業發展的歷史制度與組織回應-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比較研究

與北京科大時立榮教
授訪談曲音總經理

訪談李楠社
工事務所人員

與北京科技大學
合作團隊討論

參與系所：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合作學校：泰國湄洲大學
合作內容：交換學者來台學術交流

研究生於湄洲大學演講廳
全英文學術交流與分享 牛隻直腸觸診隻操作

A類型為與國際學校雙方共同出資研究，衍生出操作應用性之技術報告、雙邊
計畫及共同發表國際期刊等。

B類型為邀請國外學者來台進行研究及教學，先於熱帶農業大學聯盟
(University Network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 UNTA)推動，連結本校與
UNTA學校，進行教學交流、講學，而後衍生操作應用性之技術報告、雙邊
計畫、發表期刊等。

視新冠肺炎疫情調整計畫徵件

四、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



提升高教公共性及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專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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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教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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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生弱勢學生
入學機會

輔導高中職弱勢學生
升學甄選招生加分、優惠+

+

先修輔導

入學前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助學金、獎學金、安心就學讀書會
校外實習與見習津貼

畢業就業
薪資提高

強化獎助學金募集

協助考取專業證照與獎勵

特色研究團隊跨領域學程

海外實習
基本能力

為培養弱勢學生之跨域力、就業力與國際力，首先降低弱勢學生之就學與生活
負擔，使其能在就學期間專心學業，特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高教深耕弱勢學
生學習支持補助計畫須知，提供弱勢學生學習助學金、補助技能訓練課程及證
照考照報名費。
推動安心就學讀書會，由系所安排輔導老師輔導該系所經濟弱勢學生，進行課
後讀書輔導活動，並提供助學金，促進弱勢生校外打工之時間部份轉為課業研
習，以減輕弱勢學生在課業與經濟上之壓力，進而助其考取研究所繼續深造。

範例:
安心就學讀書會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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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學專業技術進行社會服務─大學社會責任專案計畫
為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專案計畫，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與人文關懷價值創新，鼓勵本校
教師帶領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讓學生運用所學之專業能力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服
務，啟發學生運用自身專長結合跨領域多元化方式，讓社區關懷以多面向創新發展，
藉以落實專業知能與社區服務經驗的結合，以達公民素養培育之全人化教育之精神，
藉由在地實務經驗之累積，進而活絡社區文化及大學社會責任。

協助區域高職學校教師技術提升與學生認識產業技術
深化高中職教師對產業實務，透過業師的共同授課，落實技職產業與高中職資源共享、
交流的目標。傳遞新科技，幫助弱勢區域學校與學童啟發學習力，運用大學資源，資
源分享體驗新科技，亦啟發學生應用創新科技專長於各領域與學科學習。

範例:運用所學專業協助區域社區長照，促進健康友善樂齡生活(木設系)

範例:高中職教師暑期營

木玫瑰DIY體驗活動 陶藝體驗(葉形盤) 成果發表

疫苗所-雞胚蛋實驗操作 時尚系-特效彩繪面具設計

各計畫成果：
跨域學分學程：健身運動教練人才培育跨領域學分學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Ut5ICFG7c&t=3s
創新教學與問題導向課程：戶外運動水域活動自力造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fhFN6JjXI&t=2s
特色專業實地實務課程：社工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5t6rqAB1M
大學社會責任專案計畫：學外語再拚一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gze79qyito&t=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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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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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