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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

因應少子化趨勢因應少子化趨勢

三大政策目標

(104年3月27日發布)

四大執行策略

高等教育未來圖像 合理校數規模調整招生名額調控目標

高階人才躍升
產創業與社會企業
業研發學研機構

高階人才躍升
產創業與社會企業
業研發學研機構

退場學校輔導
 行政預警機制
 人員妥善安置

退場學校輔導
 行政預警機制
 人員妥善安置

大學合作與合併
公公併、私私併
跨校聯盟(小手牽大手)

大學合作與合併
公公併、私私併
跨校聯盟(小手牽大手)

學校典範重塑
 強化產學合作、國際合作辦學、

多元實驗教育與其他創新面向

學校典範重塑
 強化產學合作、國際合作辦學、

多元實驗教育與其他創新面向業研發學研機構
地方文創
學校典範重塑

業研發學研機構
地方文創
學校典範重塑

 人員妥善安置
 鼓勵新事業發展
 學校資產合理處分

 人員妥善安置
 鼓勵新事業發展
 學校資產合理處分

跨校聯盟(小手牽大手)
 科系調整、效地彈性運

用

跨校聯盟(小手牽大手)
 科系調整、效地彈性運

用

目標

多元實驗教育與其他創新面向
 以法令鬆綁為主，經費獎勵為

輔，鼓勵提出創新實驗

多元實驗教育與其他創新面向
 以法令鬆綁為主，經費獎勵為

輔，鼓勵提出創新實驗

 有效活化運營模式及校園資源，增加學校收益，以充實辦學環境。
 成功引導教研人員及博士班畢業生轉進其他教學場域，或投入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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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引導教研人員及博士班畢業生轉進其他教學場域，或投入產業發展。



貳.計畫簡介

建議作法僅供參考，學校可依自身特色提出更多構想 策略面向

強化
產學合作

衍生企業

產學實驗基地

• 鼓勵師生創業並協助產業創新
• 協助學校活化校內空間及研究能量
• 增進教學效果及經營績效，擴大服務對象及內容

產學合作 產學實驗基地

附屬機構或興辦事業
• 參與企業經營或校外資源合作，課程教學實務化
• 謹守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校務經營原則

建立境外永續據點 增加資源運用及影響力 引導

促進
國際合作

境外辦學

與外國大學合作在臺辦學

• 建立境外永續據點，增加資源運用及影響力，引導
教師移地授課，協助企業布局海外

• 引進外國大學課程教學及資源，進行標竿學習
• 擴大境外生類別，提供穩定國際生源國際合作

擴大境外生內涵

參 際教育趨

• 境外設點以經營、教學及課程模組等know-how實
質輸出合作，並作價投資

• 革新教育現場或發展符合國情的可行作法

辦理
教育實驗

參考國際教育趨勢
規劃國際標竿學習
進行區域資源合作

革新教育現場或發展符合國情的可行作法
• 擇定外國大學具特色的辦學典範，調整課程教學
• 與校外合作對象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對內系所科

際整合
打造實驗場域 逐步改變校園的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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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驗 進行區域資源合作
實踐特定教育理念

• 打造實驗場域，逐步改變校園的教與學
• 營造主動學習的教學環境及彈性學制
• 針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觀察與反思問題所在



貳.計畫簡介

類別 計畫內容

具體案例

類別 計畫內容
產學
合作

辦理新興菇蕈生技衍生公司創業轉型計畫，將菇類研究中心研發產品專利之成果技
轉衍生企業，開發鮮菇新產業，如銀耳自動化生產、尚無業者量產之舞菇、竹蓀自合作
動化栽培等；學校師生轉型為衍生企業員工，永續經營。另設立菇類產業學院，開
設相關產業學程，不斷創新產學合作，提高產品價值以進軍國際市場，並與菇菌業
者成立「新興菇類產業技術聯盟」發揮一元化目的等。

學校將結合現有附屬機構(會館)及投資機構之經營經驗，設置「跨境創新教育實驗
中心」交流平臺與「飯店經營研訓院」，引介前瞻趨勢資訊與專業知識、與國際級
品牌連鎖飯店合作標竿學習，並與各大學實質合作共建課程，建構具飯店經營管理品牌連鎖飯店合作標竿學習，並與各大學實質合作共建課程，建構具飯店經營管理
公信力之國內認證制度，將教學、課程、專業與創新服務進行整合，亦可集體提升
全國相關系所教學品質，並增加畢業生、教師或高階人才轉進服務場域的機會。

協助台灣製鞋業者成立「財團法人台灣鞋業教育基金會」，結合學校教育資源，以
產學聯盟、論壇、實習、培訓、協同教學、學位分院，協助製鞋業成立運籌總部，
並與中部地區產業和強項連結，共同培育具特色之鞋類產業專業人才，並協助教研
人員轉進製鞋產業 提升科技化鞋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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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轉進製鞋產業，提升科技化鞋品發展



貳.計畫簡介

類別 計畫內容

具體案例

類別 計畫內容

國際
合作

學校將依馬來西亞法規至當地設立教育公司，並由該公司向當地國申設學院。學校
則與該公司及其所設學院合作開設課程或專班，規劃學生於該學院修習華語課程、
來臺就學先修教育 甚或未來開辦雙聯學位 此創新作法能擴大國際合作辦學生源來臺就學先修教育，甚或未來開辦雙聯學位。此創新作法能擴大國際合作辦學生源，
並達到馬來西亞為前店，臺灣之大學為後廠的效果，並創造專業實習機會，增加學
校收入，擴大國際影響力，協助高階人才就職。

建立(越南)外籍生聯合招生之創新機制，整合各校資源，並將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的經驗典範轉移，結合網路社群大數據的技術進行招生行銷，有效運用社群網路媒
體服務，協助各校掌握最有利的宣傳作法及招生策略，改善宣導成效以利招生事務
推動。此外，並將簡化越南學生申請流程，擴展僑生先修部服務對象，跨校整合華
語教學資源，提供更佳的華語教學服務，並量身打造適性化課程，協助外籍生來臺
學習適應。

學校將與國際一流之瑞士格里昂高等教育學院合作辦學，邀集國際一流師資來臺授
課，提供高品質、國際化的飯店業管理教育課程，進行與時並進的理論及實用教育
培訓，培養服務與管理人才，學生亦可與著名的國際飯店及服務業品牌接觸，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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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能服務精神跨越國界和文化，與世界潮流接軌，達到餐旅產業國際化需求。



貳.計畫簡介

具體案例

類別 計畫內容
教育
實驗

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設立銀髮族短期住宿進修書院，或兼具醫療、餐廚、數
位網路、社區支援、娛樂功能之Long Stay等，提供長者自主生活空間、進修
與服務；將結合校內各系所資源，推動代間學習，強化課程、教學、實習、體與服務；將 合校內各系所資源 推動代 強化 程 教 實 體
驗、研究、推廣的連結，預期可協助教師轉型、開創學校辦學多元經營型態。

推動小學期制度，使大學得利用暑假彈性規劃課程(如實習、實驗等)，或改進
現行暑期補救教學模式等；亦開放學系得針對單一議題開設1學分、上課18小
時之闡微課程，以鬆綁修業年限、加值教學資源效益，彈性學期規劃滿足學生
差異需求，及早投入職場及其他人生規劃，達到「教」與「學」雙軌適性發展

標竿學 標及標竿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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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簡介
法令鬆綁為主

兩階段法令鬆綁

第一階段-本部先行調整「現行法律授權」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的彈性空間

經核定通過後可辦理事項(須知表1) 現行法令得自主辦理事項(須知表2)

• 招生規定(招生方式、上課地點、報考資格
認定)

經核定通過後可辦理事項(須知表1) 現行法令得自主辦理事項(須知表2)

• 推廣教育

• 境外招生(境外生名額、外國學生、僑生及
港澳生專班、境外設班)

修業規定(學分時數 畢業學分 費用收取)

• 修業規定(修業年限、畢業學分認
定、學期起迄、評鑑標準、學位
授予、學歷採認、獎助學機制)

• 修業規定(學分時數、畢業學分、費用收取)

• 遠距教學

附屬機構及興辦事業

• 校地活化

• 庶務經費支給
• 附屬機構及興辦事業

另提供學校常見申請事項及本部分析說明如須知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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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屬法律限制者，已研訂「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草案(俟完成立法後啟動)



貳.計畫簡介

目標

經費獎勵為輔

有效活化運營模式及校園資源，增加學校收益，以充實辦學環境

成功引導教研人員及博士班畢業生轉進其他教學場域，或投入產業發展成功引導教研人員及博士班畢業生轉進其他教學場域，或投入產業發展

編列經費獎勵須知

須符特定政策目標須符特定政策目標 須提學校自籌款項須提學校自籌款項須有須有具具體體產出指標產出指標

採分階段申請及審查，獎勵期滿後應納入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經費獎勵階段及額度

階段 獎勵比率 每年 高獎勵經費

種子階段 有獨特的創意、作法 80％ 最高100萬

啟動階段 開始實驗 60％ 最高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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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階段 開始實驗 60％ 最高600萬

開展階段 擴大成果、複製 40％ 最高1,000萬



參.申請作業

學校如何提出申請

申請對象：申請對象：公私立大專校院(可數校跨校合作)

申請類別：申請類別：法令鬆綁＆經費獎勵

每次最多3案，其中經費獎勵申請案最多2案(期滿接續申請者，不在此限)申請案數：申請案數：

備文檢附申請計畫書(包含電子光碟1份)及相關文件一式10份
提案前校內應先完成校內相關會議通過

申請方式：申請方式：

梯次 受理時間申請梯次：申請梯次： 梯次 受 時間

一 5/1-5/30
二 1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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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作業
計畫書內容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計畫名稱及內容摘要

 計畫目標：計畫目標：教育問題或需求／學校發展關聯性

 創新作法：創新作法：創新構想／後續規劃／發展優勢

 執行進度：執行進度：至少1~3年／自我或外部評核機制

 法令法令需求及經費需求及經費需求：需求：依需求向本部申請

 人力配置人力配置 執行團隊的陣容經歷簡介及權責分工 人力配置：人力配置：執行團隊的陣容經歷簡介及權責分工

 財務規劃：財務規劃：資金狀況／財務預測／監督回饋機制

 空間圖儀：空間圖儀：可自行支配的校內外使用空間(含座落地點)、專業圖書及設備增購 空間圖儀：空間圖儀：可自行支配的校內外使用空間(含座落地點) 專業圖書及設備增購

 風險評估：風險評估：分析可能困難疑慮，並提出因應方案

 產出效益：產出效益：
• 從質化量化指標說明成果；申請經費獎勵者，更應有符合目標的產出，及可衡量

的指標
• 希望著重在開創不同經營型態、擴大招收境外生、協助教研人員轉進、提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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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著重在開創不同經營型態、擴大招收境外生、協助教研人員轉進、提升學習
成效等



肆.審查原則

行政初審原則

• 所提計畫是否符合教育部政策方向政策方向所提計畫是否符合教育部政策方向政策方向
• 是否符合本計畫目的本計畫目的：增加學校收益、協助高階人力轉介
• 所提計畫規劃內容是否具有創新創新性性
• 學校現有辦學條件現有辦學條件(如財務、招生、師資等)是否足以推動
• 啟動或開展階段計畫須具體須具體規劃規劃((完成完成))，且且可可立即執行者立即執行者

委員書面審查原則

創新性創新性

鼓勵機制

發展性發展性
校務發展

可行性可行性
支持

執行團隊執行團隊

組成分工

資金運用資金運用
經費結構 開創經營型態

政策效益政策效益

鼓勵機制

選擇標的

差異作法

校務發展

回饋機制

評核機制

永續

支持

競爭優勢

趨勢前景

風險因應

組成分工

校外夥伴

績效措施

經費結構

財務收支
財務劃分

開創經營型態

擴大招收境外生

教研人員轉進其他場域

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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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風險因應 提升學習成效



伍.注意事項

計畫核定後之追蹤輔導

進退場機制
• 會核定試辦期間，並可申請延長或計畫變更
• 辦理不善、違反計畫或法規，得予廢止辦理不善 違反計畫或法規 得予廢止

• 試辦創新計畫須期中報告＋期末報告
• 獲經費獎勵者，追蹤強度相對較高

追蹤機制
• 獲經費獎勵者 追蹤強度相對較高

• 諮詢窗口／社群平臺／宣傳觀摩(定期邀請通過學校參與)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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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窗口／社群平臺／宣傳觀摩(定期邀請通過學校參與)輔導機制



伍.注意事項

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 補助經費不包括編列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興建改善學校建築設施、支應聘任編
制內教師等費用。但學校為因應啟動及啟動及開展階段計畫開展階段計畫發展 於編制外新聘博士級編制外新聘博士級制內教師等費用。但學校為因應啟動及啟動及開展階段計畫開展階段計畫發展，於編制外新聘博士級編制外新聘博士級
以上以上((長期性長期性))教研人員教研人員，不在此限

• 以自籌款挹注創新計畫，須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但學校投資衍生企業之經費來
源，以非學雜費收入之自籌財源為限，且不得超過衍生企業資本不得超過衍生企業資本50%50%

• 經費請依計畫內容核實編列，並敘明支應項目與計畫之關聯及必要性

•• 種子計畫種子計畫補助款僅支應經常門項目經常門項目；；啟動及開展計畫資本門編列比率 高為啟動及開展計畫資本門編列比率 高為30%30%

• 獎勵經費執行期間為12個月，倘有結餘款，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惟結餘款如屬計畫執行之衍生性收入(如學校收益等)，得免予繳回要點規定辦理；惟結餘款如屬計畫執行之衍生性收入(如學校收益等)，得免予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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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問題

伍.注意事項
學校常見問題

• 規劃內容未脫現行措施或處理架構，創新性創新性不足不足

• 計畫性質未釐清性質未釐清 (屬種子階段、或啟動階段？)

•• 法令鬆綁申請項目法令鬆綁申請項目未清楚釐清現行法令規定•• 法令鬆綁申請項目法令鬆綁申請項目未清楚釐清現行法令規定

• 種子階段為規劃階段，正式執行須於1年後提出啟動計畫申請

核定通過案所提法令鬆綁事 如涉 須跨部會協商或 階段法令無法鬆綁者 須跨部會協商或 階段法令無法鬆綁者 須• 核定通過案所提法令鬆綁事項，如涉及須跨部會協商或現階段法令無法鬆綁者，須跨部會協商或現階段法令無法鬆綁者，須

提替代方案並修正計畫書提替代方案並修正計畫書；或俟本部進行跨部會協商後，依協商結果辦理

•• 未符本未符本計畫計畫22項項目標目標((增加學校收益、引導高階人力轉介增加學校收益、引導高階人力轉介)) 且無具體產出無具體產出指標指標者，原則

上不核予補助經費，但具創新實驗精神者，提供法令鬆綁彈性

• 計畫書撰寫項目缺漏或不明確，形式要件不符者，不核予通過

• 以增設系所或專班(含境外專班)為主，原則上不核予補助，但具創新實驗精神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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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令鬆綁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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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
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

10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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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趨勢

大學運作自主國際學生流動

國際高教
發展趨勢

人才培育導向國際合作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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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簡介
 突破法令框架，與外國名校合辦學位專班或學(課)程，引進

國際師資與教學資源，創新校務經營模式，進行標竿學習

政策思維 法令鬆綁 規劃原則

進
入
門

降
低
外
國

1.以國際合作為架構

善用國內大學資源
1.吸引外國名校來臺

標竿學習

教育創新 門
檻

國
大
學

尊重外國大學制度
作為法令鬆綁基礎

2 與外國一流大學合作

標竿學習

提升國內教研品質

創新校務經營模式 2.與外國一流大學合作

標竿學習
避免浮濫
社會放心

2.擴大招收境外生

高教樞紐 輸
出

解
除
國 社會放心

3.鼓勵招收境外生

降低生源衝擊

高教樞紐

創造產值

攬才留才

出
限
制

國
內
高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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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源衝擊
吸引優秀人才

攬才留才
教

※合作大學不含大陸地區大學



貳.計畫簡介

政策規劃之整體架構

引進海外分校

強化國際合作強化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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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簡介

第一階段：鬆綁國內外大學合辦學位、課程

兩階段法令鬆綁

• 針對屬「法律授權」的法規命令進行鬆綁，深化國際合作

已自103年7月起受理申請

第 階段：鬆綁國內外大學合辦學位 課程

• 已自103年7月起受理申請

• 鬆綁項目

→設立程序更機動 (招收境外生更有彈性)

→放寬：學期、學分、學歷採認、學費、庶務支給等規定→放寬：學期 學分 學歷採認 學費 庶務支給等規定

第二階段：鬆綁外國大學來臺設立分校

• 屬「法律限制」者，須俟立法院通過示範區特別條例或高教創新

第二階段：鬆綁外國大學來臺設立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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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條例，始得辦理



貳.計畫簡介

第一階段法令鬆綁(與外國大學合辦學位專班或學/課程)
※詳見申請須知

(一)設立程序

1.申請樣態及資格
2.增設條件
3.合作協議或雙方合作學校共管機制
4.組織架構

(二)招生方式

1.招生名額
2.報考資格
3 招生管道(二)招生方式 3.招生管道
4.招收陸生
5.招收特種生
1.修業年限、畢業學分、學分時數、學期劃分得調整

(三)學生修業

2.學位授予
3.跨系所(校)修讀
4.學歷採認
5 學雜費及獎助學機制5.學雜費及獎助學機制
6.評鑑標準

(四)庶務經費
國內/外出差旅費、出席費及稿費、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經費、
出國案件預算編列/執行、差假核定、赴大陸地區案件預算編列/執行/差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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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採購/租賃車輛、教職員講座鐘點費、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經費



參.申請作業

學校如何提出申請

申請對象：申請對象：公私立大學校院(可數校跨校合作)，亦可邀請企業參與合作

學位專班每次最多3案；專業學(課)程案數不限申請案數：申請案數：學位專班每次最多3案；專業學(課)程案數不限申請案數：申請案數：

備文檢附申請計畫書(包含電子光碟1份)及相關文件一式10份
申請方式：申請方式：

( )
提案前由雙方學校商定合作計畫，並簽署合作協議(校對校層級)，

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

申請方式：申請方式：

梯次 受理時間申請梯次：申請梯次：

一 5/1-5/30
二 1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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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作業

計畫書內容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專班或專業學(課)程名稱及設立條件(如特殊調整需求) ／院系所現況／合作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專班或專業學(課)程名稱及設立條件(如特殊調整需求) ／院系所現況／合作

大學之國際評比或專業聲望

 申請理由：申請理由：發展方向與重點／雙方合作優勢／合作協議(或雙方共管機制)內容 申請理由：申請理由：發展方向與重點／雙方合作優勢／合作協議(或雙方共管機制)內容

 招生方式：招生方式：招生對象／名額規劃(如其他學制流用) ／入學管道／招生時程

 學生修業學生修業 課程規劃 採實體授課 遠 教學之情形 修業年限／畢業學分 學士班 業學分低 學生修業：學生修業：課程規劃(採實體授課、遠距教學之情形) ／修業年限／畢業學分(學士班畢業學分低

於128學分須敘明) ／學分時數／學期劃分／學位授予(國外大學授予學位或學分之情形) ／跨系

所(校)修讀／學雜費／獎助學金／獲評鑑認可情形／畢業生就業分析所(校)修讀／學雜費／獎助學金／獲評鑑認可情形／畢業生就業分析

 師資規劃：師資規劃：擬聘師資名冊(雙方教師之支援配置)。

 空間圖儀：空間圖儀：校地、校舍、圖書或儀器設備之資源共享規劃／引進外部(如外國合作大學、

企業、學研機構、法人)資源規劃。

23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財務規劃：財務規劃：經費籌措／庶務經費支給標準(國立大學如擬自訂者，方須提報)



肆.審查原則

• 與校務發展之關聯性關聯性及標竿學習效益學習效益。

• 外國合作大學之國際評比評比或專業聲望聲望。外國合作大學之國際評比評比或專業聲望聲望

• 雙方學校在課程、教學之資源共享資源共享及深化合作機制合作機制。

• 學校對應法令鬆綁所規劃之彈性措施彈性措施合宜性。

• 引進企業、學研機構/法人參與合作之資源投入資源投入。

• 生源多元化及畢業生就業分析就業分析之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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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注意事項

學校常見問題

• 外國學校/學系之國際聲望及辦學，似無法達到標竿學習的目標

• 合作協議內容僅為淺層合作、簽約層級未達校級

計畫內容僅為單純的雙聯合作 並未引進外國師資 課程等教學資源來台• 計畫內容僅為單純的雙聯合作，並未引進外國師資、課程等教學資源來台

(實體)授課

• 課程難以辨別是否由雙方學校共同設計與規劃

• 深化合作模式/共管機制未建立

• 未見招生吸引力相關評估分析

• 入學標準敘述不明確，如全英語授課之語言能力要求等• 入學標準敘述不明確，如全英語授課之語言能力要求等

• 學費收入是否足以運作、其他經費來源或永續經營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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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寫明擬招生年度、擬招生名額(國內生、境外學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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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 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

申請事宜
陳媁玲 專員：02-33431185
許富荏 專員：02-33431144

成效考核
張玉青 專員 : 02-33431122

•• 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辦學位專班或專業學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辦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課))程程

陳媁玲 專員：02-33431185
許富荏 專員：02-334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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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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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創新轉型 Pl (F b k)高教創新轉型 Plus (Facebook):
https://zh-tw.facebook.com/HEIT.Plus

高教創新轉型 Plus (網站):
htt //h it l d t /http://heitoplu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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