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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校務研究議題 

分析摘要 

遠見台灣最佳大學排名-本校排名表現分析 

前言 

● 遠見雜誌為發展較符合國情排名，2016 年起
發布「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 2018 年起《遠見》為優化評鑑標準，多數公
開資訊由「遠見研究調查」蒐集，學術論文統
計資訊委由愛思唯爾（Elsevier）執行，旗下
Scopus 資料庫、SciVal 研究分析指標提供可
靠且多元化的數據，包括引用影響力、產學鏈
結和國際合作等數據資料。 

資料涵蓋期間 

● 2021 年調查數據以 2020 年統計數字為主，部

分項目為求考量指標遞延發酵效果，納入五年數

據評估(2016-2020)。 

排名涵蓋對象 

● 學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數不到 150 人或學生數不

足 3,000 人因規模小不列入排名。 

遠見最佳大學排名評比指標變化 

遠見最佳大學排名-本校排名概況 

年度 2016 2017 2020 2021

大學分類 未分類 未分類 綜合大學 文法商大學 綜合大學 文法商大學 綜合大學 綜合大學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6 13 6 7 7 7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14 16 10 10 11 10

亞洲大學 26 25 7 7 13 1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31-40 31-40 10 16 16 13

中原大學 24 23 11 14 12 14

東海大學 27 31-40 12 13 13 15

明志科技大學 41-50 16 20 20 1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3 19 13 17 17 17

元智大學 28 27 15 15 15 18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41-50
(建工、第㇐)

41-50
(建工、第㇐)

20
(建工)

17
(第㇐) 12 18 1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1-50 31-40 19 19 19 20

評比校數 145所 102所 40所 50所 43所 44所

2018 2019
※2018 年起區分綜合大學、文法商大學、醫科大學、技職大學、私立大學等類別進行排名 

學校簡稱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臺科大 1 1 1 1 1
北科大 2 2 2 2 2
雲科大 3 3 4 3 3
明志科大 5 4 6 6 4
高科大 3 4 5

建工 6 9
第㇐ 7 8
楠梓 13 14

屏科大 4 7 5 5 6
朝陽科大 10 9 9 9 7
龍華科大 20 15 11 11 8
勤益科大 15 22 18 15 10
虎尾科大 17 17 14 10 13

※2017 年開始有技職大學類的排名 

結論與建議 

1. 本校在產學合作表現較佳（2020 排名 15、

2021 排名 17），至於社會聲望（排名

1030）、教學表現（排名 18未入榜）較

2020 年退步。 

2. 產學合作面向為本校優勢，推廣及產學收入、產

學合著論文及專利數等指標表現亮眼，而每師平

均產學收入與每師平均學術研究計畫經費的表現

有進步空間。 

3. 本校已訂有相關獎勵辦法，建議未來可納入獎勵

資源投入成效相關分析，作為自我督促提升研發

能量的重要參考資訊。 

4. 學士班就學穩定率與註冊率為辦學基本指標且權

重較高，各系所應檢視並關注數據發展趨勢，並

由招生選才至教學端探究數據變動的可能原因。 

5. 大學排名為相對評價排序，非絕對標準，更應將

資源投入於深耕特色重點領域，發展專屬的差異

化特色。 



110 年度校務研究議題 

分析摘要 

本校教師研發績效影響因素之研究 

前言 
● 面對少子化挑戰的台灣高等教育，如何透過大

學排名提升國際能見度，是校務研究中重要的 

研究議題。 
● 國內外知名的大學排名，不論是 QS、THE、

遠見最佳大學、天下 USR 大學評選，皆重視
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等研究能量面向。 

研究動機與目的 
● 本校為鼓勵研發能量的積累，已訂定研究獎勵制

度，欲了解獎勵制度實施成效，探討蓄積教師研
發能量之影響因素，實為重要研究議題。 

● 本研究由教師個人研究活動與研發資源等面向，

探究對教師研發能量的影響，並將研究結果提供

給相關單位，作為研擬策略或行動方案之參考。 

研究架構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9 年度本校專任教師(不含助教及教官，並排除借調至他校之教師)進行資料
串接及各項研發績效分析。 

分析結果 1. 本校教師研究活動概況 2. 本校教師近三年研發績效概況 

3. 本校教師研究績效影響因素 後續研究建議 

(1) 從各模型的解釋力來看，應尚有其他影響研
究產能之因素，建議後續將專書著作、指導
學位論文數量、獲獎次數、辦理論壇與研討
會次數等數據納入教師研發績效模型。 

(2) 除期刊論文相關項目外，建議研發績效擬加
入更多元指標（專書著作、評論、展覽與演
出等），以期能更全面評估整體研發能量。 



  

110 年度校務研究議題 

分析摘要 

本校畢業生專業實務能力與就業力分析 

前言 
● 在高等技職教育的課程設計中，協助學生考

取專業證照，係為培養學生具備產業所需之

專業實務能力，能在畢業時迅速與產業接
軌，成為應用型專業人才 。 

● 具備良好就業力的學生不僅能增加工作的選

擇機會，更可吸引優秀學生來校就讀，對提
升學校形象及排名有莫大助益。 

研究動機與目的 
● 科技大學的重要目標之㇐係為為培養務實致用的

專業人才，探究具備專業實務能力的畢業生進入
職場後的發展情形，實為㇐重要研究議題。 

● 本研究係為了解本校畢業生的專業實務能力與就

業力之整體情況，將研究結果回饋給相關單位，

作為研擬後續精進課程或系所育才目標之參考。 

研究架構 
 

分析結果 1. 本校 107 學年度日四技畢業生整體就業力概況 

2. 本校 107 學年度日四技畢業生具備專業證照之就業力分析 

後續研究建議 
1. 各系所可進㇐步檢視畢業生有無具備特定專業證照對其畢業流向的變化情形，進而依此

考量是否需要調整專業證照的規定與相關辦法。 
2. 雇主是決定證照與就業力是否具有等價的關鍵角色，建議未來可納入雇主滿意度之面

向，以更全面且客觀的研析專業能力與就業力之關係。 



 

110 年度校務研究議題 

分析摘要 

本校畢業生英語能力與就業力分析 
前言 
 高等教育是培養國家前瞻專業人才的搖籃，引

領各國邁向國際化發展。 
 為培養具備國際視野及國際移動力的人才，外

語能力為重要關鍵要素。 
 具備良好外語能力的學生不僅能增加工作的機

會，更可吸引優秀學生來校就讀，對提升學校
形象及排名有莫大助益。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國際化的趨勢之下，教育部自 2004 年起鼓

勵大學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希冀對即將踏入職

場前的大學生，具備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 
 本研究為了解本校畢業生英語能力和就業力之

關聯性，將研究結果回饋給相關單位，作為研
擬後續精進課程或調整系所畢業門檻之參考。 

研究架構 

1. 本校 107 學年度日四技畢業生英語學習經驗概況 

(1) 取得英語證照：取得英語證照者共 249 人（僅
第㇐校區），佔該校區畢業生人數 20.65%，佔
該年度畢業生 6.26%。 
✔ 取得多益證照平均分數為 571 分，高於臺

灣 2018 多益英語測驗平均成績 552 分。 
✔ 入學管道以聯合甄選人數多。 

(2) 參加校內會考共 438 人，佔該年度畢業生
11%，入學管道以聯合甄選最多。  

(3) 英語課程平均成績，整體平均分數為 74.7 分 
✔ 修課成績最高為高中申請入學。 

2. 本校 107 學年度日四技畢業生英語能力概況 

3. 畢業生英語學習經驗與英語能力之交叉分析 

✔ 參加英語輔導班與具備國際交流經驗的弱勢學生，
英文成績優於未參加者，顯示本校英語輔導班課程
與國際交流活動對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實有助益。 

4. 英語能力與就業力之交叉分析 
有英語證照者在待業時間與平均月收入皆優於無
證照者，此結果與陳清檳等人(2015)研究㇐致，
證照是能力累積的具體展現。 

1. 本校學生通過多益 550 分畢業門檻人數逐年提升，
後續可針對高階與專業英文能力持續追蹤成效。 

2. 東協國家語言重要性日漸增加，可針對第二外語能
力與就業力關聯性進行研析。 

分析結果 

後續研究建議 



  

110 年度校務研究議題 

分析摘要 

本校 108 入學年新生高中職成績與大學成績關聯性分析 

 研究目的 
 研析本校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高中職階段

之成績表現與入學後成績的關聯性，以提
供招生選才相關建議。 

研究對象 
 本校 108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持臺灣高中職

學歷入學的學生。 

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自本校 IR 資料庫及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資訊工程系教育行政資訊系統研發中心
所提供之高中職學生學習歷程資料。 

處理程序 
 串接高中職學生學習成績資料與本校學生學

期成績資料。 
 清除高中職與大學學期平均成績小於等於 0

的資料，最終筆數為 1,813 筆。 

分析結果 

後續研究建議 

1. 高中職與大學成績相關性 

✔ 由本校 107 學年入學學生大㇐到大二學期成績與高
中職三年各學期成績相關性分析得知，各學期間成
績皆呈正相關，且皆有達到統計顯著(p<0.01)。 

✔ 大學各學期成績之間的相關係數皆高於 0.6 甚至超
過 0.8，達到高度正相關，而大學各學期成績與高中
學期成績之相關性皆低於 0.4，顯示大學學業成績表
現主要與大學階段求學情形有關，與高中成績的相
關性較為薄弱。 

2. 高中職缺課與大學成績相關性 

✔ 高中缺曠課與大學各學期平均分數的相關係數

呈現負相關且達統計上的顯著(p<0.01)。 

3. 缺曠課、學業成績與休退學之交叉分析 

 由曾辦理休學及已退學相對於仍在學的同學

來看，其高中缺曠課的平均節數皆明顯大於

未曾休學的同學，大學各學期平均成績亦低

於未曾休學的同學 (p<0.01)。 

 代表高中時的缺曠課情形會明顯影響未來就

讀大學時的學業表現，及是否會辦理休學或

退學的情形。 

1. 高中缺曠課的情形較嚴重的同學，可能在大
學學業成績的表現較不理想，未來有較高的

機會辦理休學或退學。 

2. 高中缺曠課情形除可納入推甄入學資料審查
時的評選參考指標外，亦可做為入學後觀察

與輔導的參考依據。 

3. 後續持續滾動修正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分析
結果以提供招生相關建議。 

4. 建立視覺化平台，以提供各單位查詢，如：

學院或系所學生高中職學習成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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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摘要 

本校弱勢生分析 

 前言 
 教育部自 2017 年推動高教深耕計畫，責成大

專院校，培養專業能力和實務經驗順利轉換為進
入職場後所需的「就業力」，以提升弱勢學生在
高等教育階段參與生涯探索和發展機會之均等。 

 本校弱勢學生人數為全國最多，是故探討本校弱
勢生學習成效與就業情形為校務研究重要課題。 

研究動機與目的 
 針對本校弱勢學生資料進行調查與分析，瞭解

弱勢學生人數比例、其在校學習概況、休退學
比例及後續於職場就業情形。 

 瞭解本校在弱勢生扶助此項目的執行成效，協
助未來相關單位研擬弱勢生助學措施或行動方
案之依據。 

分析結果 1. 弱勢生學業表現情形 

研究對象 
 100-109 學年弱勢學生共計 67, 347 人次 

 以申請弱勢助學計畫、身心障礙子女為申請人數最多 

 以特殊境遇子女扶助、身心殘障學生申請人數最少 

 100-107 學年日四技弱勢生的學年成績大多略高於非弱勢生。 

 100-107 學年度申請弱勢助學計畫的弱勢學生學年成績較佳，

次佳為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與原住民學生的學業表現較弱。 

3. 深耕獎補助學生成績進退步情形 

 弱勢生休退學比於 107 學年度達到高峰後，於 108 學年度大

幅下降，推論其可能因素係 106 年下學期開始大力推動高教

深耕補助計畫後，弱勢生獲得相關補助經費得以減緩經濟壓

力並安心準備課業。 

2. 弱勢生休退學情形 

106-108 學年度 深耕獎補助學生班排名進步情形 

 106 至 108 學年度，申請深耕獎補助學生 52.78%班

排名較上㇐學期進步，8.09%持平，另外 39.12%有

退步的情形。 

 106 至 108 學年度，弱勢生總計 15,674 人次，其中

有申請深耕補助者之學期平均成績顯著高於無申請深

耕補助者，顯示深耕獎補助項目對於提升學生課業學

習的實質成效。 

後續建議 

1. 建議後續可針對弱勢生申請深耕補助項目別進行休退
學率與在學率分析，進㇐步驗證深耕補助對弱勢生安
心就學的成效。 

2. 建議可依據弱勢畢業生在校時曾申請深耕補助項目(如
證照輔導/職涯規劃)進行就業流向分析，探究深耕補助
對弱勢生培養就業力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