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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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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為國立臺北大學（下稱本校）首次出版永續報告，內容主要讓利害關係人了解

本校在校務營運、教務與學務、校園環境、社會共融四個面向之績效表現，呈現本校永續

及社會責任議題之責任與行動，並進行重大性議題鑑別、分析及揭露。 

永續報告之價值 

 
 
  
 
撰寫依據 
  本報告架構主要依循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之GRI準則（GRI 

Standards）進行編製，並依利害關係人包容性、重大性、完整性等原則彙整及揭露。報

告之邊界範疇包含本校三峽、民生、建國及合江共四個校區，並於附錄中整理GRI準則揭露

項目對照表以供參閱。 

報導期間 
  本報告內容以105學年度(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為資料蒐集範圍；為求完

整性，部分資料涵蓋103、104及106學年度。若資料有推估情形或具特殊意義時，會另以

註解方式說明。 

聯絡資訊 
  若您對於本報告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您透過以下管道聯絡我們： 

  國立臺北大學 秘書室 

  地址：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電話：(02)8674-1111#66032 

  傳真：(02)8671-8000 

  電子信箱：ntpu1949@gm.ntpu.edu.tw 

向利害關係人提出承諾 資訊揭露透明化 展現競爭能力 

確立邁向永續行動 確保遵循法律規範  

國立臺北大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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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坐落於新北市三峽區，歷經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

省立法商學院、省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等各發

展階段，於2000年奉准改制「國立臺北大學」。 

 本校校區分為三峽、臺北校區，現有法律、商學、公共事務、社會科

學、人文與電機資訊等六大學院，以過去辦學榮耀為基礎，深耕實踐

《鏈結海山、鳶颺亞太：ACTS點亮典範大學城》理念。以「鏈結海山」

緊密連結本校與在地發展；以「鳶颺亞太」擴展世界國際交流，並聚焦

深化與亞太地區代表性知名大學的實質交流與學研合作。 

 本校自我定位為「以學生為本位，朝向研究與教學並重之綜合型大學

發展」，教育目標在「培育兼具跨界專業核心能力、人文社會關懷、現

代科技素養、及國際移動力之世界公民」。落實「追求真理、服務人群」

校園精神，本校亦積極整合校務發展機制，將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列

入中長程發展計畫，以促進大學與城市共生共榮。 

本校 



一、校長的話 

  從行政專校到法商學院，再到臺北大學，

本校創校至今即將邁向70週年。本校願景旨

在成為亞太地區培育公私部門治理及社會科

學領域專業人才的國際知名大學，並培育兼

具跨界專業核心能力、人文社會關懷、現代

科技素養、及國際移動力之世界公民。 

  改制為臺北大學以來，在歷任校長帶領

下，本校日益壯大，並與多個單位簽訂合作

備忘錄。如為縮短學用落差，與行天宮醫療

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簽訂合作備忘

錄，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與交流；因應企業永

續之思潮及滿足年值10億知識服務需求，與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署合作

意向書，啟動我國首創CSR企業社會責任人

才認證，為企業解決CSR專才缺額問題。 

  國際交流部分，包括與美國伊利諾州立

大學洽談合作計畫並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法

律學院與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順利簽署學術

交流協議的備忘錄等。而兩岸交流方面，則

與北京科技大學等校簽定姐妹校合作協議，

都拓展了更廣泛的學術合作空間。 

  教學規劃以「打造學生未來十里路」目

標為特色，規劃「國際移動力領航計畫」、

「全球化職涯成功導航計畫」、「跨域專業

特色攻頂計畫」、「全人ACT計畫」、「創

新創業與學用合一計畫」及「學習品質確保

計畫」等主軸計畫。同時配合高教深耕計畫 

申請，在學校發展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及

大學社會責任等方面提出發展策略。 

  臺灣的高等教育面臨少子化、國際化及

財源普遍缺乏等壓力，本校亦不可避免，必

須面對同樣的挑戰，教學創新、國際交流、

校園綠美化、進修推廣提升及凝聚校友力量

六大面向是本校邁向永續發展的最大課題，

本校行政團隊將以務實態度及作為，來因應

前述的挑戰，規劃未來目標及策略如下： 

教學創新 

教學創新多元  

學以致用 奠定學子人生發展基礎 

鼓勵教學創新；搭配鼓勵雙主修、輔系、學

程，推動課程精實方案；課程加強與實務連

結，使學以致用；通識課程多元化，以達成

全人教育的宗旨。期待每一位學子，都能夠

達成他們希望的人生理想。 

推展國際交流 

國際實質交流  

匯聚群體智識 提升研究潛能 

本校傳統學科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未來將

活用有限資源，集中投入於實質的師生國際

交流、英語授課、教師國際合作研究。同時

鼓勵發揮群體合作的力量，提升研究質量。 

4 

 

校園環境綠美化 

基礎建設創新局  

校區土地活化啟新頁 

校園為形塑大學生活共同記憶的基礎，本校

具有雙北校園的優勢。在三峽校區部分，除

繼續完成綜合體育館暨學生活動中心、音律

電機資訊大樓、簡易多功能場館、第二期學

生宿舍之外，將另規劃興建心湖會館，供作

師生同仁與在地居民餐飲及休閒的場所，並

朝向綠色智慧人文校園邁進；臺北校區部分，

以活化校產為主軸，繼續推動建國及民生二

個BOT案，並規劃合江校區宿舍的BOT案，

使臺北校區成為薪傳、創新與發展基地。 

社會共融 
緊密在地鏈結  

積極與社區互動 社會共融 

高等教育機構除了教學與研究之外，也必須

與在地社區良好互動，成為地方發展的啟動

器。本校主校區位在人文薈萃的三峽，未來

將以海山地區為基本空間範疇，持續建立與

在地社區、組織、機構的緊密鏈結管道及合

作關係，提供知識，服務在地，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 

 

進修暨推廣效能提升 

優化進修暨推廣營運 

擴大知識傳遞  

本校進修暨推廣部培育許多人才，其地理位

置位在本校起家厝－民生校區，本校向來用

心經營以維持優良傳統。在進修組部分，將

致力增加學生來源管道(例如學士後第二專長

學士學程)，合理計算營運成本，並改善學習

環境與氛圍；在推廣組部分，則逐漸採取經

理人制度，提升經營效率。 

凝結校友力量 

凝聚認同 

結合校友力量提升校譽 

「今日校友為昨日之學生，今日學生為明日

之校友」，校友傑出的表現為學校力量之延

伸，也為學校辦學成果之指標。未來，將擴

大校友服務空間並延聘經理人，妥善強化公

共關係。同時結合校友力量，以提升校譽名

聲。 

 

前述六大面向內容將涵蓋於本報告中，並

分別以校務營運、教務與學務、校園環境及

社會共融四大主題展現本校績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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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史沿革 

  本校前身為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

歷經法商學院、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等不同階

段，因系所學生日增，受限於校地狹隘發展

不易，爰經師生多次集會議決另覓地創校，

終於1989年獲教育部同意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研擬「遷校臺北縣三峽鎮新校區計畫」

報核，1992年行政院核准「國立臺北大學發

展計畫」。 

  1993年2月5日，奉教育部核定成立國立

臺北大學籌備處，並派郭崑謨教授擔任籌備

處主任，正式展開遷校三峽校區籌備工作。

籌備處設立之初，設於臺北市國立中興大學

法商學院內。在歷屆校友多方支持協助下，

多項建校計畫遂能付諸實施。1999年2月郭

主任屆齡榮退，由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李建興

繼任。 

學校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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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任接任後，首將國立臺北大學籌備

處遷往鄰近三峽校地之三峽國中，竭盡全力

推動建校後續工作，經一個月之奔走溝通協

調，終而獲致地方人士全力協助，遂使三峽

校地區段徵收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三峽行政大樓於2005年3月完工、行政

單位於同年7月底遷入三峽校區辦公，隨著

社會科學大樓、運動場與地下停車場、法律

學院、公共事務學院大樓等陸續完工，除進

修暨推廣部外，全校各院於2009年9月全數

遷入三峽校區，而圖書資訊大樓也於2013年

11月25日正式啟用營運。過去十餘年來，國

立臺北大學積極提振學校之發展，與三鶯社

區人文良性互動，有信心在厚實的基礎上，

邁向多元而嶄新的未來。 

 

 

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李承嘉 

  面對未來，本校將持續以學生為本，秉

持「追求真理，服務人群」的校園精神，致

力培育「國際化、跨領域、軟實力」人才，

實踐創新教學，厚植學生關鍵基礎能力、提

升就業競爭力；以「國家政經永續發展智庫

基地」為目標發展特色，並透過建立公開透

明公共化機制、照顧弱勢學習及職涯發展，

拓展校園為終身教育基地，以提升高教公共

性。 

  此外，落實本校社會責任，亦更用心形

塑在地社會實踐永續推動平台，強化本校與

社區共生共榮之教育型態，深耕「海山文

化」。從Local到Global，連結在地關懷及

全球跨域發展，發揮首都大學社會影響力，

共同為我國永續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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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校區分佈 

民生校區 
10478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67號 
總機：02-2502-4654 

建國校區/合江校區 
10478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69號 
10478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53號 
總機：02-2502-1520 

三峽校區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總機：02-8674-1111 



資料來源：校史館、海山學研究中心、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本校組織重大改變大事記 

本校近年硬體營運重大改變 

資料來源：總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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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大改變 

2011 教育部核定本校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組成臺北聯
合大學系統。 

2012 增設國際事務處；成立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 

2013 圖書資訊大樓正式啟用。 

201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加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成立日本研究中心、財政暨金融研究中心；創新創業中心籌備處。 

2015 設置海山學研究中心。 

2016 海山學文物展覽館落成啟用。 

2017 成立大數據與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期程 擬定成立之設施 

2016/05-2018/09 興建綜合體育館暨學生活動中心 

2017/01-2019/02 興建音律電機資訊大樓 

2017/02-2018/07 興建懷德居木師基地 

2017/09-2018/09 興建三峽校區簡易多功能場館(崇越館) 

2018/12-2020/12 興建三峽校區第二期宿舍 

2019- 以促參方式興建臺北民生校區產學合作中心及校友會館 

2019- 以促參方式興建臺北建國校區產業研發中心 

1. 本校營運重大改變 

  基於本校近70年的歷史發展內在特性，以及全球化、少子化與高教政策等外在環
境的變化，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指引，李承嘉校長提出八項治校理念及52項執行策略，
達到「追求真理，服務人群」之精神。 

辦 學 理 念 

創新教學課程 
強化招生專業 

1. 透過教學觀摩、
師生研習及院課
程整合等措施，
落實各項創新教
學設計。 

2. 允許部分創新課
程簡化其開課程
序，迅速傳授新
知。 

3. 鼓勵提高實習課
程時數，使學生
學用合一。 

4. 提供獎助學金以
增加招收清寒與
資優生數量。 

5. 善用媒體等網絡
資源，吸引優秀
年輕學子進入本
校就讀。 

 

打造研究基地 
善盡社會職能 

1. 延續學術攻頂計
畫，整合校內各
學術單位專長，
擴大國際合作，
將臺北大學打造
為雙北及桃園市
之研究基地。 

2. 任何形式研究成
果皆受到重視。 

3. 檢討新進教師六
年升等條款。 

4. 依據高教深耕計
畫，結合學、產、
官及在地社區之
合作使本校成為
各方發展夥伴。 

5. 增加校務研究經
費與能力，提升
校務研究能量。 

6. 落實研究中心評
鑑制度，使研究
中心成為研究整
合及地方連結之
平台。 

深化國際交流 
建立品牌特色 

1. 提供獎勵措施鼓
勵師生與盟校從
事實際交流。 

2. 提供補助鼓勵教
師聯繫海外母校，
建立實質合作關
係。 

3. 配合國家政策，
整合校內外資源
以爭取更多經費
補助。 

4. 增加全英語授課
課程。 

5. 提供國際學生友
善生活空間。 

6. 彰顯臺北大學商
學與法學領域之
強項，並結合在
地技術資源與文
化特色。 

 

拓展全球視野 
啟迪公民責任 

1. 積極募款以增加
學生出國交換人
數及獎助學金額
度。 

2. 鼓勵學生參與服
務性社團，並扶
助學生參與國際
志工服務。 

3. 增加公民相關課
程，啟蒙學生社
會責任。 

4. 持續畢業生流向
調查，改善教學
及學生職涯發展
之參考。 

5. 持續改善原住民
族學生生活、學
業及生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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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學理念 



擘畫雙北校區 
開創北大新局 

1. 持續完成三峽硬
體設施並建立目
標管理機制。 

2. 配合捷運三鶯線
需求提供本校校
地使用，以增加
三峽校區聯外的
便利性。 

3. 籌建「心湖會館」
來提供學生餐飲、
生活用品等需求，
進而提升校園與
生活品質。 

4. 透過專業規劃，
使三峽成為「薪
傳創新研發中
心」。 

5. 推動建國與民生
校區BOT案，以
增加臺北校區產
學合作機會。 

6. 設置諮詢委員，
完善做好投資計
畫以永續支撐本
校發展。 

7. 以BOT方式活化
合江校區，成為
高品質的國際學
園。 

 

致力盟校鏈結 
營造創新氛圍 

1. 經由四校聯盟共
同制定前瞻性研
究計畫，達到資
源互補效果。 

2. 增加參與四校聯
盟經費，鼓勵跨
校及跨域合作。 

3. 將創新創業中心
法制化並改善其
空間與設備。 

4. 透過通識課程規
劃，提供創新創
業相關課程。 

5. 增加校友參與創
新創業機會。 

 
 

厚植情誼認同 
共榮聲望傳承 

1. 擴大臺北校區校
友中心空間。 

2. 安排校長、副校
長及一級主管定
期拜會校友。 

3. 鼓勵系、院辦理
系、院友之畢業
週年活動。 

4. 設立捐款專案凝
聚校友共同提升
學校聲望排名。 

5. 設置專案小組籌
劃建校70週年慶。 

6. 公開表揚並擴大
獎勵對提升校譽
有功之教師、職
員、學生及校友。 

7. 設置專業人員，
緊密聯繫校友。 

 
 

調節行政資源 
優化組織結構 

1. 建立行政單位間
橫向聯繫機制，
增強互相支援功
能。 

2. 設置校長時間，
做好縱向溝通。 

3. 簡化行政流程，
建置E化系統。 

4. 精進財務績效與
管理。 

5. 擴大進修部生源
及班別，鼓勵各
系設置第二專長
學程。 

6. 改善推廣部教學
空間與設備。 

7. 增設財務副校長，
負責財務籌措，
同時督導臺北校
區狀況。 

8. 鼓勵以院為單位，
依據社會發展調
整系、所學程。 

 
 

辦 學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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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架構與概況 

1. 行政組織架構 
本校依據《大學法》第8條，設有校長1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

表本校；並設有學術及行政副校長各1人，以及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國際事

務處等共13處室。 

國立臺北大學行政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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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及研究組織架構 

本校教學單位現包括法律、商、公共事務、社會科學、人文及電機資訊共六學院與通識

教育中心，另設五校級研究中心：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財政暨

金融研究中心、海山學研究中心、大數據與智慧城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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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學
院 

• 法律學系 

• 比較法資料中心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 資訊工程學系 

• 通訊工程學系 

• 電機工程學系 

• 電機資訊學院博士班 

•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 

• 經濟學系 

• 社會學系 

• 社會工作學系 

• 犯罪學研究所 

• 臺灣發展研究中心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人
文
學
院 

• 中國文學系 

• 應用外語學系 

• 歷史學系 

• 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
研究所 

• 師資培育中心 

• 國際談判及同步翻譯
中心 

• 東西哲學與詮釋學 
    研究中心 

公
共
事
務
學
院 

•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 財政學系 

•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 都市計劃研究所 

•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
研究所 

• 城市治理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 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 

• 土地與環境規劃 
    研究中心 

商
學
院 

• 企業管理學系 

•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 會計學系 

• 統計學系 

•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 資訊管理研究所 

• 國際企業研究所 

• 國際財務金融 
    碩士在職專班 

• 財務金融 
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 數位行銷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 合作經濟暨非營利事業 
      研究中心 

通
識
及
研
究
中
心 

 

• 通識教育中心 

• 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 

• 日本研究中心 

• 財政暨金融研究中心 

• 海山學研究中心 

• 大數據與智慧城市研究中心* 

 
 

 
  

  
 

 
 

 
 

*本中心於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立籌備處；106學年度起正式運作。 

3. 教職員人數 

註：單位（人）。 

4. 學生人數 

註：以各學年度10月15日註冊在學人數為計算基準。 

13 

職稱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專任教師 
(含約聘教師及教官) 363 364 358 370 

兼任教師 257 272 273 284 

研究人員、助教 53 53 53 51 

職員、駐衛警、 
技工、工友、駕駛 152 152 143 159 

學年度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 

在職專班 
總計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103 2,454 3,281 660 655 127 58 767 1,138 213 257 9,607 

104 2,598 3,258 660 668 116 66 781 1,145 214 255 9,761 

105 2,665 3,213 669 655 128 64 744 1,158 210 260 9,766 

106 2,674 3,204 667 679 142 72 752 1,207 205 251 9,853 



  「今日校友為昨日之學生，今日學生為

明日之校友」，校友的傑出表現是學校力量

之延伸。本校校友遍布各級政府、司法部門、

檢調警政體系、各大律師與會計師事務所、

金融控股公司與企業集團。從中央到地方政

府，由公司企業到非營利組織，臺北大學校

友都肩負重要使命、擔任領導與管理菁英。 

  為綜理及推動校友服務工作，本校成立

校友中心，下設策劃、學術、活動及服務等

四組，策劃辦理與校友相關活動，並定期表

揚傑出校友及舉辦聯誼活動。此外，在學校

營運相關決策上，固定向校友諮詢建議，如

每年聘任於各領域有傑出表現或具代表性之

校友為本校職涯導師，為本校產學合作、校

務發展注入活力。 

  除校友中心外，2001年2月於在許新枝

學長運籌帷幄及全體校友與師長共同努力下，

成立臺北大學校友總會，而地區分會計有：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彰化縣、

高雄市、臺東縣校友會等7處，海外分會計

有：美西、美中、加東、澳洲、馬來西亞、

泰國、緬甸、香港、澳門、華東、華南校友

會等11處。2014年6月與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所屬之臺北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臺灣

海洋大學之校友總會合組「臺北聯合大學系

統校友聯合會」。 

  此外，未來將進一步活化民生校區使用

空間，由「連結校友記憶」、「運用校友資

源」、「結合周邊發展」及「提供友善環境」

為主軸，進行「臺北民生校區產學合作中心

及校友會館BOT開發案」，規劃產學合作中

心、校友會館為主體，輔以多功能運動場館，

健全學校設施，重新形塑民生校區意象。本

案已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校務會議同意，

預計於2017年底開始公告招商事宜，並於

2018年完成簽約。 

  校友力量是本校持續成長的動能之一，

未來將擴大校友服務空間，延聘經理人強化

公共關係，結合校友力量，提升校譽名聲。 

校友中心網站 校友總會網站 

四、校友串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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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主計室彙編財務報表，相關工作內容包括年度預(概)算籌編、預算分配與執行管控、

傳票編製、月報、半年報與決算報表編製、收支併列計畫控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召開

等。其法源依循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預算法、會計法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等辦理。

本校為國立大學，主要收入來源為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和學雜費收入。 

  近年來，學雜費因實際入學學生人數較多及境外非學位生來校研修增加；建教合作收入因

承接委託研究計畫增加；雜項業務收入因招生、甄選、轉學等入學招生考試報名收入增加；積

極爭取利率較高之定期存款致利息收入增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亦因用人費用、水電費、用品消

耗及折舊攤銷費用等減少，整體收支分析如下圖。 

五、財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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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3-105年度收入分析  本校103-105年度支出分析  

資料來源：主計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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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項業務收入及其他等收入 

建教合作與推廣教育收入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與其他補助收入 

學雜費收入(包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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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交易短絀 

建教合作成本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詳細比率之升幅請參照103-105年度收入支出百分比分析。 

根據103-105年度收入支出分析，整理而成103-105年度賸餘短絀分析，以暸解上述本

校經過開源節流改善財務短絀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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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3-105年度賸餘短絀分析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資料來源：主計室網頁 

註：圖中百分比部分為以103年度為基準之比例   資料來源：主計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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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3-105年度平衡表分析 

本校資產、負債和淨值與其比例參照本校103-105年度平衡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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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資料來源：主計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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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營運 
心懷誠正，眼望真理 

    結構迅速變遷，我國高等教育面臨少子化、機會教育普及等諸多挑戰，大

學是培養國家人才最高殿堂，其功能除傳授知識外，更重要在養成學生專業知識及

能力，以投入社會服務。為提升本校校務研究之專業能力，透過校務營運落實學校

責任，規劃出具前瞻性及系統性策略，穩定國家社會，為邁向永續發展重要基礎。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的Goal 4 教育品質，即提到「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

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本校於校務營運面向，有以下兩大管理方針：  

 一為透過揭露本校組織運作情形以促進永續發展；二則鑑別相關利害關係人、傾

聽各方聲音，持續呼應利害關係人需求，期待精進本校辦學品質。 

 本章節將介紹各委員會運作情形、風險分析、校園安全、業務往來廠商管理作業

及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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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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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校組織規章依《大學法》規定訂定，

校務會議為本校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之最高決

策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

各學院院長、進修暨推廣部部主任、主任秘

書、教師、研究人員、軍訓教官（含護理教

師）、助教、職員、學生等代表組織而成，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之二分

之一，其中具有教授及副教授資格者，以不

少於教師代表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不

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1. 校務會議 

由校長召開並主持，每一學期至少一次，

並審議下列事項： 

（1）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2）組織規程及各項重要章則。 

（3）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

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4）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

他校內重要事項。 

（5）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6）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

議事項。 

（7）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等行政單位

暨校務會議所設各種委員會之工作

報告。 

（8）校務會議議案及校長交議事項。 

2. 校務發展委員會 

  除此之外，為促進校務發展，設置校務

發展委員會，執掌如下： 

（1）研議及推動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 

（2）審議並整合本校學院、系（所）及其

他與教學、研究相關組織之新設、變

更案。 

（3）審議本校重大軟、硬體等設備之增

添、擴充計畫。 

（4）審議其他與校務發展有關之重要事

項。 

  校務發展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成： 

（1）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

國際事務長、進修暨推廣部部主任為

當然委員。 

（2）票選委員：票選委員十二名，由校務

會議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就本校

專任教授、副教授中選出，每一學院

至少一人。 

（3）校外學者專家：校外學者專家一名，

由校長遴聘，其任期配合校長任期。 

（4）學生代表：學生代表一名，由校務會

議之學生代表互選一人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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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票選委員任期為二年，採學年制，每年改

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一次；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於每學期定期召開校務會議時提

出工作報告。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規劃流程 

  基於特殊任務及需求，並促進校務發展，本校設有相關委員會且運作健全，舉例如下： 

 

 

 

  此外，本校亦透過自我評鑑機制了解校務營運概況，如校自我評鑑機制、院自我評鑑及認

證機制(商學院AACSB認證、電機資訊學院IEET認證)、系所自我評鑑機制、行政單位自我改進

情形、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與檢討、各處室內部會議等。另訂具有持續改善的品質保

證機制，如校務經營的品質保證機制、中長程計畫之實施績效、系所評鑑成果、行政品質強化

之各項措施、課程規劃之品質保證機制、課程委員會之實質審核功能、精進課程地圖之建置、

重視情境教學、教師教學之品質保證機制等。 

資料來源：研究發展處。 

校務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規劃工作小組 

教學行政單位 

審議計畫並監督各單位執行 

審議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分析本校內外部條件，擬訂計畫草案 
彙整各單位資料，定期向召集人回報 

提報計畫與前次執行成效 

教師評審委員會 各項申訴評議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環保安衛管理組織 學生事務相關委員會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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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外參與公協會 

  因應未來國際社會快速變遷，除需加強校內各學門領域之整合外，本校更積極參與校際及

校外聯盟或公協會，整合資源、擴增規模、發揮互補性，提升本校教育品質與學術水準，參與

公協會舉例如下: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委員學校 

2009年由當時臺北醫學大學邱文達校長、臺北科技大學李祖添校長、
臺北大學侯崇文校長決定共同組成「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而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則於2014年加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本校校長、副校
長及校友總會理事長擔任系統委員會委員。 

北一區教學資源中心 夥伴學校 

以東吳大學為中心之「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彙整區域內學
校之各類資源為例，如圖儀資源、體適能設備、典章制度、配套措
施、教學典範、教材內容及各類資料庫與教學平台等，透過「北一
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進行整合後，得以分享給各校的資訊內容不
僅豐富多元且更順應師生需求。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訂MOU 

2017年與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訂合作備忘錄，結合
雙方在企業永續與企業社會責任之影響力，為企業解決企業社會責
任人才缺額問題，辦理相關專業課程及證照訓練。 

醫療院所產學合作 

2016年與恩主公醫院簽定學術合作合約，共同推動產學合作與交流，
以增進學術研究與業界實務運作契合。並自2017年合作開設通識課
程、於社會工作學系新開「老人多元照護」課程；2017年底又與臺
北榮民總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學術活動、人才交流，雙
方也將共同規劃學位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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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園危機處理 

  校園屬公共場域，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是每位師生和居民共同的期盼。本校重視學生安全，

三峽校區正門門禁時間為晚上12點至早上6點，隆恩哨及復興哨則為晚上11點至早上6點，並安排

保全定時巡邏校園，維護夜間安全。各系館大樓於夜間10點後及例假日均設有門禁管制。 

  除此之外，各院館皆建置監視器，校園中設置12座緊急求救鈴，當發生事故，緊急求救鈴即

刻與服務中心連線，可直接對話，依危機事件之性質、危害程度，立即連繫各相關單位，並依主

管指示處理。校園危機事件處理完畢，處理過程將記載於執勤紀錄簿。 

三、校園安全

國立臺北大學駐警校園安全維護作業程序 

資料來源：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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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以內部稽核為主，內部稽核主

要確認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之適切性與有效性。

以下介紹本校於風險分析與管理上之流程。 

內部稽核 

  為落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機制，確認內

部控制制度之適切性與有效性，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訂定

《國立臺北大學內部稽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

點》。其稽核範圍為本校行政、教學單位及

各中心。稽核計畫之擬定由內部稽核小組(以

下簡稱內稽小組)執行長所擬，並由校長核定，

核定後再分配給各稽核人員執行。內稽小組

主要工作職掌如下： 

（1）執行每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及專

案稽核作業。 

（2）據實揭露稽核時所發現之缺失、異常

事項，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3）追蹤改善內部稽核發現之缺失。 

（4）辦理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內稽小組為稽核校務行政執行績效及檢

查內部控制制度之實施狀況，應依下列程序

規劃及執行內部稽核工作。 

  首先由內稽小組擬定稽核計畫，擬定完

成後，由稽核員前往受稽核單位進行查核、

調閱相關資料。小組成員若發現受稽核單位

之管理作業與相關規定不符時，應填具「缺

失事項追蹤複查表」，並於稽核次日交受稽

核單位主管確認簽章。 

  受稽核單位應於兩週內提出改善措施與

期限，依限交予內稽小組，供追蹤及確認之

用。內稽小組應妥善保管稽核過程製作之稽

核紀錄及相關佐證資料，並得整理成冊、編

列頁碼及製作封面，連同稽核計畫及內部稽

核報告等稽核相關資料，自稽核工作結束日

起至少保存五年。 

  進行稽核期間，內稽小組應對潛在風險

業務保持警覺，並掌握可能涉有公帑損失、

浪費等不法或不當情事；稽核結果如發現可

能有不法或不當情事者，應簽報校長另行查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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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安全 

  校園周遭高事故地段為隆恩哨及復興哨，

為此，本校重新繪製交通線，亦將路面拓寬，

並於定點裝設凸面鏡，降低交通意外發生，維

護師生生命財產安全；另針對新生及學生移地

教學宣導交通安全注意事項。自103學年度至

105學年度，交通事故統計從原本10次降低為

6次。 

 

3. 災害演練 

  防災業務由總務處統籌，定期於每學期初

舉辦災害演練，藉由模擬實作強化災害防救與

應變能力，養成學生災害發生時正確反應。本

校亦辦理各類安全教育宣導活動，如滅火訓練、

通報訓練、避難引導訓練、綜合演練等，加強

危機意識，有效降低災損，維護校園及師生安

全。 

 

避難引導訓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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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購流程 

  業務往來廠商提供本校服務主要包含事務設備、儀器設備、工程建置等，本校屬公家機關，

採購流程均遵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政府採購法》。 

 

 

 

 

 

 

 

 

 

 

 

 

2. 採購金額規模 
不同採購屬性所定義之金額名稱不同（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 

             採購 
             屬性 
金額 
名稱 

工程 財物 勞務 

巨額 2億 1億 2千萬 

查核金額 5千萬 5千萬 1千萬 

公告金額 100萬 100萬 100萬 

小額採購 10萬以下 10萬以下 10萬以下 

採購金額規模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 

採購流程圖 

四、業務往來廠商管理作業



3. 招標方式 

  採購金額達100萬以上之案件原則以公開招標方式來選擇業務往來廠商，另有其他招標

方式之選擇（如下表）。 

 

 

 

 

 

 

 

 

 

 

 

4. 招標期限標準 

  招標業務往來廠商須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之招標公告天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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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公開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b選擇性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預先依
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c限制性招標指
不經公告程序，邀請兩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 

                 招標 
                 次數 

金額 
第一次 第二次 

巨額金額以上 28天以上 7天以上 

查核金額以上 21天以上 7天以上 

公告金額以上 14天以上 7天以上 

未達公告金額 7天以上 3天以上 

招標期限標準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 

招標方式 依循法規 

公開招標a 符合採購法第19條 

選擇性招標b 符合採購法第20條 

限制性招標c 符合採購法第22條 

招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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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為供應設備、消耗品、零件、材料等，b為各類工程施作者，c為提供人力、技術服務者。 

5. 採購作業分層負責 

（1）採購案主要負責人：校長。 

（2）作業分層規章依循總務處規章。 

（3）審核單位 

 資訊中心：資訊設備。 

 營繕組：水、電、消防、隔間等。 

 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庫。 

（4）使用單位派員出席開標、驗收程序。 

學年度 類別 財物類a 工程類b 勞務類c 

103 

家數 7 5 9 

百分比（％） 33.3 23.8 42.9 

104 

家數 15 7 11 

百分比（％） 45.5 21.2 33.3 

105 

家數 8 5 8 

百分比（％） 38.1 23.8 38.1 

103-105學年度業務往來廠商類別  (100萬元以上採購簽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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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害關係人溝通、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本校以法、商、人文及公共事務專業聞名，重視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首先鑑別本校九大

類利害關係人，並表列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頻率與管道。 

  為了解各利害關係人關注之議題，本報告蒐集國內外各大學發行永續報告書之揭露議題，

並針對利害關係人發放重大性議題問卷，經內部討論各議題衝擊強度繪製重大性議題矩陣圖，

將其彙整為本報告之重大性議題。 

1. 利害關係人鑑別 

  本報告使用AA1000 SES利害關係人議合標準及Mitchell et al. (1997)提出的三面向原則：

影響力、合法性、緊急性兩種方法為鑑別依據，亦參考我國大專院校出版之永續報告書選定利

害關係人類別，鑑別出本校九大類利害關係人，分別為：在校生、家長、教職員工、校友、業

務往來廠商、企業主、政府機關、校務代表及當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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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溝通頻率 

利害 
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 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 

在校生  生態保護與綠美化 
 校園能源管理 

 校、系所務會議 
 學校網頁 
 臺北大學APP 
 校務建言系統 
 學生事務處 
 學生諮商中心 
 導師時間 
 校安中心 

 校、系所務會議，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 

 隨時接收處理在校生意
見反應 

家長 
 生態保護與綠美化 
 教學品質 
 職涯規劃與產學合作 

 學校網頁 
 臺北大學APP 
 新生家長座談會 
 校安中心 

 每年舉辦一次新生座談
會，邀請家長參與 

 不定期 

校友 
 生態保護與綠美化 
 職涯規劃與產學合作 
 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學校網頁 
 臺北大學APP 
 畢業流向調查 
 校友會 

 畢業生畢業一年後調查 
 校友會定期會議 

業務往 
來廠商  職涯規劃與產學合作 

 總務會議 
 採購會議 
 公開招標 

 不定期 

當地社區  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廢棄物管理 

 學校網頁 
 臺北大學APP 
 校安中心 

 隨時 

教職員 
 教學品質 
 生態保護與綠美化 
 校園能源管理 

 校、系所務會議 
 學校網頁 
 校務建言系統 

 校、系所務會議，每學
期至少各召開一次 

 不定期 

企業主  校園能源管理 
 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職涯發展中心 
 滿意度問卷調查 
 實習成果發表會 

 每學期至少舉辦一次實
習成果發表會 

 不定期 

政府機關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學校網頁 
 校務、系所評鑑 
 教學評鑑 

 依計畫要求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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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根據國內外大專院校永續報告書中所揭露之議題作為本研究關鍵議題。並將關鍵議
題分為校務營運、教務與學務、校園環境、社會共融四大面向，並放入重大性議題
調查問卷中。 

2 

• 利用問卷調查結果得知各利害關係人關鍵議題之關注程度排序，並依其排序結果計
算各關鍵議題得分 

3 

• 透過本報告編製小組10位成員及7位指導委員排序四大面向各關鍵議題之衝擊程
度，並依其排序結果計算得分。 

4 

• 採用兩種方法統計結果：Frequency distribution及Ranking scale，將關注分數作
為縱軸，衝擊分數作為橫軸，繪製重大性議題矩陣圖。 

5 

• 取本報告兩種問卷計算法（Ranking scale與Frequency distribution）之交集，選
出10個關鍵議題作為《2016-2017國立臺北大學永續報告》重大性議題。 

6 

• 為兼顧報告完整性，並實踐本校理念，納入「學術研究質與量」、「永續教育」及
「社會責任與在地發展」，確立本報告13項重大性議題。 

註：欲進一步瞭解本報告重大性議題鑑別流程，歡迎聯繫編製小組。 

3. 重大性議題鑑別流程 

  針對各類利害關係人發放問卷，並由內部小組進行各項議題衝擊程度，彙整兩者結果繪製

重大性議題矩陣圖，鑑別本報告之重大性議題。 

  利害關係人問卷總計發放552份，採用Ranking scale與Frequency distribution兩種方法

統計問卷結果，Ranking scale由利害關係人排序關注面向程度，Frequency distribution則統

計關鍵議題選擇次數，前者可瞭解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程度，後者則著重於各類利害關係人關

注議題的累積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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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矩陣圖及重大性議題鑑別結果 

Ranking scale得出之重大性議題矩陣圖 

Frequency distribution得出之重大性議題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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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兼顧報告完整性，並實踐本校理念，額外納入「學術研究質與量」、「永續教育」及

「社會責任與在地發展」，確立本報告揭露之13項重大性議題。 

根據重大性議題矩陣圖結果，本研究得出重大性議題交集圖： 

教
務
與
學
務
面
向 

校
園
環
境
面
向 

校務營運面向 

社會共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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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重大性 
議題 

頁碼 
對照 組織內 

組織外 

校友 當地 
社區 企業主 業務往 

來廠商 
政府 
機關 

校務 
營運 

學校營運 
結構改變 8 ◎ ◎ 

教務
與 
學務 

教學品質 35 ◎ ◎ 

軟硬體 
設施 39 ◎ 

學術研究 
質與量 40 ◎ ◎ ◎ 

學術倫理 43 ◎ 

職涯規劃 
與產學合作 45 ◎ ◎ 

國際交流 48 ◎ ◎ 

校園 
環境 

生態保護 
與綠美化 53 ◎ 

校園能源管理 60 ◎ ◎ 

廢棄物 
管理 66 ◎ ◎ ◎ 

永續教育 68 ◎ 

社會 
共融 

社會責任 
與在地發展 72 ◎ ◎ 

當地社區 
開放空間 79 ◎ ◎ ◎ 

組織內：指臺北大學，含在校生及教職員工 
以  標註代表此重大性議題揭露內容涵蓋該利害關係人 ◎

5. 重大性議題邊界對照表 

  鑑別本報告揭露之重大性議題後，劃分各項重大性議題蒐集報導資訊之實體範圍，分為組織

內及組織外，組織內為臺北大學本身，並涵蓋在校生及教職員工，組織外則為校友、當地社區、

企業主、業務往來廠商及政府機關。 

  劃分依據：組織內定義「擁有控制權益的所有業務和實體，在合約上有義務管理的範圍」；

組織外定義「不擁有其資產，不直接參與或不具勞僱關係，也未根據合約義務經營其資產」。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tta Annan)在2002年永續發展高峰會議上指出：「教育是

達成永續發展的鎖鑰，教育民眾永續發展，並不只是把環保的內容加入課程中，還要促成

經濟目標、社會需求、與生態責任間的平衡。教育必須讓學生具有與社群永續發展及生活

的相關技能、視野、價值和知識，必須是科技整合，結合不同學科的概念與分析方法。」 

 大學提供之教學與學習服務是推動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中的Goal 4 教育品質，即提到提供有品質的教育是改善人類生活及永續發展的基礎，因此

本校於教務與學務面向，有以下兩大管理方針：一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暴力、包容性且

有效的學習環境；二為確保所有學習者獲得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

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方式、人權、性別平等、促進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全球公民意識與

文化多樣性的欣賞，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等方式。 

 本章節將介紹教學品質、學校軟體設施、學術研究質與量、學術倫理、職涯規劃與產學

合作、國際交流、進修暨推廣教育營運共七項重大性議題。 

教務與學務 
諄諄教誨，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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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教學品質

  有品質的教育是改善人類生活及永續發

展的基礎，本校致力於提供包容性且有效的

學習環境，並規劃跨領域課程，透過促進人

權、性別平等、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全球公

民意識與文化多樣性、永續發展教育、永續

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等方

式，確保所有學習者獲得所需知識與技能。 

  教學品質為學校單位最重要之營運指

標，本校針對以下三大面向管理－ 

 教師面：改善教師教學方法，提升

教學成效 

 學生面：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增進

核心能力 

 課程面：深化跨領域專業能力，強

化理論與實務結合 

  教 師 面 透 過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計 畫

(Assurance of Learning, AOL)，協助院系

所教師檢視課程核心能力，設計並分析學生

自我評量問卷，並透過配置教學助理、教師

教學品質改善及增能活動，提升教師教學能

力。 

  學生面則透過學習預警機制，訂定課業

輔導實施要點。課程面除了整合校內現有跨

領域相關課程、增開產業專業人才特色課程

外，亦鼓勵系所推動實務育才與適性課程分

流方案。 

 

1.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計畫 

  以教師教學效能提升之動能與實踐為起

點，目標精進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與保證機制

效能，由本校統計與諮詢中心建置及推廣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系統」，依據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機制(AOL)，落實學校教育目標與

核心能力。目前各學院已全面啟動AOL，參

與教師可結合AOL計畫明確進行學生學習成

效評估，藉由統計資料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調整教師教學進度及內容。 

  另，本校104學年起導入校友、產業界、

外部評鑑機構等局外人之觀點，透過瞭解業

界需求，蒐集利害關係人對本校學生評價，

確保院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適切性，

藉以有效檢驗學生學習成果，回饋修正調整

成效評估機制。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也是國際教學品質認

證重要一環，本校商學院2016年2月正式通

過AACSB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國際商管

學院促進協會，簡稱AACSB) 認證。而電機

資訊學院三系均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IEET) 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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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勵優良教師 

  透過獎勵制度鼓勵教師增進教學品質以

及踴躍分享，本校頒發教學優良教師，累計

三學年曾獲選為教學優良教師者，第三學年

獲獎時，改頒教學傑出教師獎。教學優良教

師及教學傑出教師獲獎人，由學校致贈表揚

狀及獎金；教學優良教師獎金新臺幣3萬元，

教學傑出教師獎金新臺幣6萬元。 

4. 配合學習預警機制 

訂定「課業輔導實施要點」，遴選並培

訓課業輔導員提供課業輔導，學習預警機制

流程如下圖。 

 

學年 教學傑出
教師 

教學優良
教師 

獎金 
總額 

103 3 11 510,000 

104 2 12 480,000 

105 4 9 510,000 

資料來源：教學優良教師(含教學傑出教師)名冊及獎勵
辦法。 

•教務處提供前一
學期學生成績供
導師及系主任參
考，以了解學生
學習情形 

•授課教師根據學
生出席、課堂表
現、課後反應等
進行學習績效評
估，視需要提供
輔導 

每學期開學 
二周內 

•授課教師建置期
中預警名單，由
教務處彙整後並
會知學生諮商中
心 

•學生諮商中心與
導師針對學生給
予關懷，並填寫
關懷輔導紀錄表 

期中考結束後
二周內 

•寄發成績單預警
通知，請家長瞭
解學生學習狀況 

•教師(導師)系統提
供名單予系所及
導師輔導 

第一次學期成績
二分之一 

(特種生三分之二) 
學分不及格 

•列為所屬院系學
習輔導當然對象 

•倘屬學習心理障
礙或高關懷學生，
則轉介本校學務
處學生諮商中心
進一步晤談 

已有一學期學
業成績不及格
學分數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
數二分之一者 

學習預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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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務處。 

2. 教師教學品質改善 

  獎勵組成教學品質改善社群，推動教師

傳習機制，分享創新教材教法、製作及數位

教材。並持續舉辦各式教學增能講座、工作

坊、教學社群補助計畫等提升教學品質措施。

規劃「教師教學效能精進(實驗)計畫」，協

助教師透過自我分析、助理觀察及學生回饋

等形式，蒐集第一線教學資料，並透過教師

社群，翻轉以往教學模式，鼓勵老師創新教

學。 

  「教師教學效能精進(實驗)計畫」，以

年度為單位，每年分3-6月、9-12月二次辦

理。有意願提升個人教學效能之專任教師或

由本校專任教師組成之教學社群團隊可向教

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教師教學效能精進計畫參與件數 

教師增能活動歷年累計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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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學發展中心 

102 117
155

172

2014 2015 2016 2017

12
14 15 16

2014 2015 2016 2017



  本校每學期針對開課科目進行教學評量，

教學滿意度滿分５分，低標為3.5分。在全體

教師及行政人員的努力下，教學評量成績持

續正面成長。教學滿意度達4.5分以上之科目

占總開課科目數近三成，105學年度未達3.5

分科目數為49科，僅佔開課科目總數1.3%，

獲4.5分以上共計1,053科，比率達27.5%，

可見學生對於課程之授課內容、教學方式、

教材使用等多屬滿意。另外，學生付出學習

程度自評也持續成長。 

  此外，為縮短學用落差，除整合校內現

有跨領域相關課程、增開產業專業人才特色

課程外，本校亦鼓勵系所推動實務育才與適

性課程分流方案，同時結合各學院開設跨領

域課程，培養學生具有跨國競爭力與跨領域

專長的π型人才。 

  良好教學品質是大學優質成長、永續發

展重要之因子，更是學生、教職員、家長等

利害關係人關注之重大性議題。本校持續透

過教師、學生及課程三大面向投入教學品質

之精進，以確保所有學生皆可獲得所需的知

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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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3 3,837 3,826 

2.7% 2.2% 1.3%

21.9%

26.7% 27.5%

0

2,000

4,000

0%

5%

10%

15%

20%

25%

30%

103學年 104學年 105學年

開課滿意率 

開課科目數 未達3.5分 4.5分以上

開
課
科
目
數 

開
課
滿
意
率(%

) 

資料來源：教務處。 

4.17
4.21 4.23

4.09
4.14 4.16

103學年 104學年 105學年

教學評量全校總平均 

教學滿意度 學生自評 

資料來源：教學發展中心。 

  本校資訊中心共有26種公用軟體供全校教職員工與學生使用下載，其中包括學生作業所需

的Microsoft Office；教職員工在教學上所需的教學軟體；及行政人員在行政上的工具軟體，

另外，各行政單位及系所也有149種軟體供內部使用。 

  如有其他特殊軟體需求，可填寫「根據軟體需求調查表」，申請購置軟體；需精進資訊能

力時，可運用雲端學習學院免費線上教學進修。 

  圖書館現有館藏(含圖書、視聽資料、電子書)、紙本期刊、本校碩博士紙本論文、參考資

料等提供館內閱覽。另外提供包括自助借書機、門禁系統、圖書資訊系統、空間座位管理系統、

館際互借服務等數位多元化服務。 

 

 
資料來源：圖書館。 

2014-2016年圖書館館藏統計 

二、學校軟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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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型/年度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中文圖書(冊) 216,315 225,809 223,874 

西文圖書(冊) 165,973 168,912 170,362 

視聽資料(件) 4,320 5,192 5,501 

電子書(冊) 193,853 779,420 796,278 

期刊合訂本(冊) 37,125 37,748 38,748 

現刊(種) 282 295 296 

電子資源(種) 

資料庫 
147 

電子期刊 
63,935 

資料庫 
151 

電子期刊 
54,594 

資料庫 
156   

電子期刊   
58,386 



三、學術研究質與量

  學術研究為大學發展之底蘊，本校尊重

研究成果多元性，成立橫跨各領域之校級、

院級研究中心，並訂定多項獎助措施，鼓勵

教師及學生深耕研究領域，除論文發表及產

學合作之外，經典譯注及專書出版等，同受

重視。 

  除維持法商傳統特色之外，本校亦整合

新設系所專業，彰顯商學與法學領域強項，

同時結合在地技術資源與文化特色，發展雲

端技術及建立藝文專業，形塑臺北大學以首

都為名之品牌特色。期望整合校內各學術單

位專長，擴大國際合作，打造臺北大學為雙

北及桃園市之研究基地。 

研究中心 

  為達學術發展的長遠性，本校匯聚研究

之能量，成立多個校級、院級研究中心。校

院級中心每年度結束前必須提出工作報告及

次年規劃，並根據「國立臺北大學校級研究

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國立臺北大學院

級中心管理辦法」定期辦理評鑑，以落實資

源應用。 

  本校校級研究中心介紹如右： 

推動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跨領域研究，設資源與
環境治理組、空間規劃組、全球環境變遷與產業轉型
組、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組及災害與風險管理組。

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 

海山學研究中心 

設置歷史文化組、社經變遷組、創新推廣組，積極推
動跨領域研究，多面向研究海山地區跨領域課題。 

推動大數據與智慧城市領域之研究，設有大數據應用
與技術支援組、智慧程式研究與應用推廣組及綜合研
究發展組。 

大數據與智慧城市研究中心 

積極推動財政暨金融領域研究，設有國庫賦稅、銀行
保險、證券暨期貨、國際租稅金融、社會安全組、經
濟數據共六組。 

財政暨金融研究中心 

以經貿交流為主軸，優先推動臺日產業經濟，並著手
法政研究及災害管理相關議題合作研究。 

日本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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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學院因應未來趨勢，設立院級

研究中心，如右圖。 

為辦理研究中心評鑑，依「國立臺北大

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國立

臺北大學院級中心管理辦法」規定，於2016

年12月成立「國立臺北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

置管理評議委員會」及「國立臺北大學院級

中心管理評議委員會」，並於2017年5-6月

辦理首次評鑑。 

本校出版期刊 

  本校承繼過往悠久歷史，出版多種期刊，

展現本校學術研究潛能。 

期刊名稱 創刊日期 出版週期 

經濟研究 
TSSCI／EconLit／EBSCO／ProQuest 1956/01 半年刊 

企業管理學報 1956/01 季刊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TSSCI 1966/05 季刊 

行政暨政策學報 
(原行政學報) TSSCI 1968/06 半年刊 

臺灣土地研究(原台灣土地科學學報) TSSCI 1990/06 半年刊 

統計與資訊評論 EBSCO 1995/09 年刊 

新北大史學 2002/01 半年刊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EBSCO 2003/03 半年刊 

電子商務研究 ULRICHS / SIS 2003/03 季刊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TCI 2006/07 半年刊 

資料來源：教學發展中心出版業務。 

出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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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資料中心 
法律學院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合作經濟暨非營利事業研究中心 商學院 

•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 
•土地與環境規劃研究中心 

公共事務 
學院 

•臺灣發展研究中心 社會科學 
學院 

•國際談判及同步翻譯中心 
•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 人文學院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 電機資訊 
學院 



2014 2015 2016 2017 

研究計畫 
總數 161  149   176 170 

計畫總金額 
(百萬)  95.40  91.46  116.23 115.56 

註：研究計畫含大宗專題、多年期計畫及其他個別計畫；資料來源：研究發展處。 

執行科技部研究案概況 

學術研究獎助之論文發表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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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發表篇數 2014 2015 2016 2017 

SCI 29 43 37 49 

SSCI 32 41 41 33 

TSSCI 21 47 48 46 

THCI Core 4 4 3 8 

THCI 6 4 7 4 

EconLit 13 6 11 15 

AHCI 0 1 0 0 

EI 1 0 2 0 

學術專書(本) 0 4 3 2 

學術專書論文 6 9 9 12 

2014 2015 2016 2017 

研究計畫 
總數 58 64 64 55 

計畫總金額 
(百萬) 57.39 67.36 60.70 47.30 

資料來源：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研究案（包含企業、其他單位及政府委託）概況 

資料來源：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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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倫理 

學術倫理乃是教育、研究人員應遵從的道德準則，本校為增進本校師生理解學術倫理之

重要性與意涵，精進學術研究品質，正面提升學術研究風氣，推動相關學術倫理精進措施，特

於2017年起設立學術倫理辦公室並推動訓練課程等活動。本章節將簡單介紹學術倫理之價值、

原則與標準。 

1. 學術倫理之價值 

歷史上關於研究倫理的重要宣言： 

1949年《紐倫堡公約》(The Nuremberg Code) 

1964年《世界醫學會赫爾辛基宣言》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1979年《貝爾蒙特報告書》(The Belmont Report) 

2005年《聯合國生物倫理及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Bioethics and Human Rights) 

2010年《新加坡研究倫理宣言》(Singapore Statement on Research Integrity) 

2013年《蒙特婁研究倫理宣言》 

    (Montreal Statement on Research Integrity in Cross-Bounda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紐倫堡公約》、《世界醫學會赫爾辛基宣言》與《貝爾蒙特報告書》是學術界最早關於

研究與學術倫理之準則，其價值在於強調研究者必須保護其研究對象之權益。多年以來，關注

個人隱私、避免不當研究行為例如捏造、篡改及剽竊等問題逐漸受到學術界重視，因而有不同

的單位發布宣言，各國之政府、教育、研究單位也有相關措施。 



2. 學術倫理之基本原則 

 

 

 

 

 

 

 

3. 學術倫理之標準與行為準則 

  因應教育部「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

發展計畫」，本校於2017年通過《國立臺北

大學學術倫理自律規範》，以及《國立臺北

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辦法》，自106

學年度(含)起，本校首次執行研究計畫之專

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擬升等與改聘之專(兼)

任教師與106學年度(含)後入學之碩(專)博士

生，皆需至「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

平台線上修習。 

  完成至少６小時學術研究倫理課程研習，

並通過線上測驗及格達標，始取得「修課證

明」。未取得該修課證明之碩博士生，不得

提出學位論文考試申請。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26條第9款亦規定，「申請科技部計畫之

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部計

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申

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

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檢附證明文件送請備

查。」（2017年12月1日起適用。） 

誠實 負責 

專業 客觀 

嚴謹 公正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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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3 
首次校內宣傳，向法律系
碩博士新生介紹國內外學
術研究倫理之規範與本校
實施辦法。 

2017/10/24 
舉辦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說
明會，闡述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之線上教材
與操作方法。 

2017/12/20 
邀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
智慧財產研究所張瑜倩老
師，暢談學術倫理議題，
分享正確的論文寫作觀念。 

2017/10/26 
學術倫理辦公室網站正式
上線 

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 

學生實習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五、職涯規劃與產學實習

  本校推動職涯規劃與產學實習透過以下策略： 

1. 縮短學用落差 

2. 透過多元學習方式及創新創業職涯導航計畫紮根校園 

3. 結合倫理與實務實施教學卓越計畫 

4. 強化實務能力培育跨時代適性人才 

分項說明如下： 

1. 職涯規劃 

  本校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諮商輔導服務e化系統，透過網路預約方式與專業諮商師及顧問進

行一對一晤談，相關資訊請登錄網站瞭解詳情。 

2. 產學實習 

  本校設置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以嚴謹態度管控實習品質，並於每學期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

席參與會議（如下圖）。本校亦研擬學生實習辦法，自實習前課程或實習機構選定的規劃至實

習後課程內容、成果發表或畢業生流向的效益評估，皆有完整流程以便本校與實習機構審視其

對學生之實質效益、並於實習結束後追蹤調查。 

資料來源：學生實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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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小組註：本單元原名「職涯發展與產學合作」，

為進行重大性議題鑑別分析時（詳見校務營運章節第

五節）發放問卷採用議題名稱，然產學實習屬學務處

職涯發展中心，與產學合作負責處室職掌不同，故此

處更名為「職涯規劃與產學實習」。 



  職涯發展中心每年度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提供企業與學生就業媒合管道。  

實習課程開設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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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將畢業生流向調查資料歸檔成為校務研究基礎，亦當作改善教學及學生職涯發展之重

要參考。 

 

 

 

 

 

 

 

 

 

 

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公務人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公務人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公務人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公務人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項目 

報考人數（人） 7,146 2,756 6,529 2,544 6,014 2,464 6,135 2,408 

到考人數（人） 4,895 1,817 4,397 1,630 4,161 1,636 4,359 1,585 

到考率（％） 68.50 65.93 67.35 64.07 69.19 66.40 71.05 65.82 

錄取或及格人數(人) 348 384 402 334 425 376 421 321 

錄取率或及格率(%) 7.11 21.13 9.14 20.49 10.21 22.98 9.66 20.25 

2014-2017年度國家考試統計表 

資料來源：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國考證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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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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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8%

0.00%

10.53%

3.42%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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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考試 

待業 

其他 

碩士班 
畢業流向 

100%

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考試 

待業 

其他 

博士班 
畢業流向 

  另外，本校為國家培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才，每年在國家考試錄取或及格人數平均近800人。 

104學年度學生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結果 



六、國際交流

  國際交流執行方向主要分成五大主軸，

分別是策略性國際合作、鼓勵同學踴躍出國

交換、短期海外學習活動的參與及主辦、國

際學生照護、校園國際化氛圍之提升。在策

略性國際合作上，國際事務處進行策略性的

姐妹校簽約，以及實質上的合作。學生赴國

外姊妹學校交換，不僅可結交來自各國的朋

友，更可增廣見聞、開拓眼界。交流結束歸

國後，國際事務處也會舉辦分享會，讓學生

能將自己寶貴的經驗，與更多同學們分享，

樹立良好典範與經驗傳承。 

  鼓勵學生申請交換生計畫，學生繳交相

關資料，交換期間至少一學期，回國繳交學

習報告書等資料，配合系所規定可辦理國外

學分抵免。 

 

  此外，本校也配合教育部推動「學海飛

颺」獎學金補助計畫，讓學生能安心且有保

障地在外學習。鼓勵學生赴國外優秀大學校

院研修，培養具國際視野之優秀人才，補助

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原則，補助

每人新臺幣5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其補

助額度得依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符合申請資格同學於每年截止期限前，

繳交所需相關文件及研修計畫書至國際事務

處，再由校內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獲得補

助者應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赴海外研修

及返國後之權利義務，依契約書內容及「教

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

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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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飛颺」獎學金補助金額 

學年度 總補助人數 總補助金額(單位：元) 

105 21 1,312,500 

104 28 1,870,000 

103 35 2,187,500 

資料來源：國際事務處 

  本校招收國際學生，每學期定期舉辦相關活動，讓學生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提升國際素

養、包容多元性。 

  在締結姊妹校方面，具體工作包括與境外大學及學術機構洽訂合約、接待訪賓、辦理寒暑

期研習活動等，多方提升學校國際能見度。 

  101-105學年度，本校共簽署了193份學術交流協議書。締約前，國際事務處均會事先瞭

解國外其他學術機構資訊，包括學費政策、各校的特色領域及辦學績效和排名等，最後統整資

料，從中選出最適合合作的學術機構，讓學生及老師都能安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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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事務處。 

19

8

64

9

44

5

43

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日本 韓國 中國大陸 亞洲其他國家 歐洲 大洋洲 北美洲 非洲 
數量 

(含港澳) 
 



  本校學生的寒暑期出國營隊，交流質量

相當豐富，例如參與中國西南政法大學、廈

門大學、四川大學研習營等，內容包含專業

領域學術交流，講座、研討會等互動。為增

進友誼，同時參訪當地特色景點，實地考察

獨特的生態環境和人文景觀。 

  103至105學年度舉辦的日本甲南大學

經營策略研習營、土耳其阿塔圖克大學研習

營等27場寒暑期研習營，分別從自然科學和

人文社會不同角度，展開綜合性探討與交流，

體驗不同國家豐富的活動和經驗，參與學生

亦收穫良多。 

赴國外交換生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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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事務處。 

  本校是臺灣第一所辦理夜間

部的高等教育學府，目前設置進

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主要

在臺北校區上課。 

  另，進修推廣組多年來致力

推廣終身學習及社會教育，多元

性開設企管、會計、財金、法律、

公行、不動產等各領域學分班課

程，協助學員在兼顧工作及學分

班課業的前提下，一方面充實學

識，爭取學歷再升級；同時培養

第二專長，提昇職場競爭力，讓

學分班課程真正落實於學員生活

中且有所助益。 

  協助學生兼顧職業與學業，

進修暨推廣部交通位置便利，位

於民生東路校區與捷運交會處。

提供優良師資、設備，學費收費

合理，並設體育館及體育場提供

學生在讀書之餘能從事運動休閒，

還有電腦及語言教室，學生擁國

立大學師資並採互動式教學，亦

可至全世界姊妹校國際交換。 

  進修暨推廣部提供多元入學

管道、一流師資及設備，適合在

職者利用晚間充實自我、進修與

學習，進而考取高普考或專業證

照，培養國際宏觀視野，同時獲

得正式大學學歷。 

 

七、進修暨推廣教育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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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或點選進入 
進修暨推廣部 

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法律學系 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財政學系 會計學系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統計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2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統計學系 (104學年度起停招) 社會學系 

數位行銷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104學年起新增) 

犯罪學研究所 

經濟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2為雙班 



校園環境 
鳶飛北大，暄暖三峽 

               永續校園的過程中，資源合理使用與環境品質維護是「校園環境」中的

關鍵課題。本章節將介紹本校生態保護、能源管理、廢棄物管理及永續教育共四

項重大性議題。本報告所倡導之校園環境永續並不單指校園綠美化，更包含對自

身的能源管理、溫室氣體排放及廢棄物管理等管理機制與績效揭露，並藉由各項

績效探討本校環境面成果，以求實踐環境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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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 

物種總數38種（詳見附錄：三峽校區樹種資

料表），其中原生植物16種；具誘蝶、誘鳥

植物21種。 

  本校三峽校區具多樣生態環境供鳥類棲

息，如原生生態區，其區域內有喬木、灌木

等多種植物；而心湖則可提供淡水湖泊環境、

在三峽校區觀察到的原生鳥類物種約1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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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保護與綠美化 

  源自侯崇文前校長於2011年向校外募

得上萬株各式花木遍植校區，本校三峽校區

花草薈萃、枝繁葉茂，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景

象，已成三鶯地區當地動植物最佳棲所。 

1. 三峽校區生態環境 

  三峽校區位於新北市三峽區，校地面積

約54.5公頃。經2009年執行之《三峽校區

樹種資料建置計畫》，並延續現有校區綠化

成果，種植多種原生種、誘蝶、誘鳥之植物，

使本校成為觀察生物多樣性之場所，校內植 



三峽校區樹種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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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 

含羞草（Mimosa pudica L.） 

臺灣各地低山、平野、公園綠地、廢耕

地、道路兩旁均常見其蹤影。常成小群

落侵佔棲地，影響原生植物生機，危害

當地生態平衡與生物多樣性。 

馬纓丹（Lantana camara） 

常見於全國低海拔山區及荒地，及臺灣

中、南部各地荒野地，強勢侵佔原生植

物生育地，嚴重影響原生植物正常生長。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常見於各低海拔地區之道路旁、果園、

荒地、河流岸邊，甚至海拔一千公尺的

山區道路隨處可見，干擾原生雜草、花

卉的生長，造成原生物種數量銳減，並

使原生昆蟲改變覓食習性，嚴重影響原

生物種的繁衍與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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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來入侵種 

  依本校三峽校區物種觀察紀錄及自然資

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研究生於2017年11月

觀察，發現三峽校區出現共計5種外來入侵

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臺灣外

來入侵種名錄），其中動物2種，植物3種。 

（1）動物 

黑領椋鳥（Gracupica nigricollis） 

出現於臺北市、新北市、彰化縣、南投

縣、嘉義縣、高雄市。近年來逐漸適應

臺灣野外環境，已有相當多筆在臺灣本

島的繁殖紀錄，須持續關注其野外擴散

情形。黑領椋鳥體型較大，曾觀察到會

追擊家八哥及白尾八哥，爭奪食物資源，

因此其對臺灣原生鳥種八哥之潛在危害

需加以留意。 

家八哥（Acridotheres tristis） 

臺灣野外有繁殖紀錄，遍及全臺及外島。

家八哥會取食農作物，造成農業損失。

晚上集結於聚落附近，造成噪音和環境

衛生困擾。此外，其會與原生鳥種競爭

食物及巢位，更會捕食其它原生鳥種的

蛋與雛鳥，並驅趕巢中的成鳥。 

①含羞草      ②大花咸豐草 
③黑領椋鳥  ④馬櫻丹 

① ②

③ ④

圖片來源：秘書室。 

  而《新北市低碳校園標章認證制度作業

要點》規範之校園綠覆率標準為50%，顯示

本校綠覆率為54.5%符合該認證標準。 

 

本校綠覆率計算 

545,323 ×（1−0.4）=327,193.8m2 

 

 

 

175,255 + 2,945.3
327,193.8 × 100% =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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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峽校區綠美化 

  根據2015年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綠覆率為綠覆面積與法定空地面積之百分比。

計算三峽校區內保存之樹林、綠帶、心湖及

生態池為綠覆面積，其中無法量化樹種被覆

面積，則歸類為草皮。類以實際被覆面積計

算，使用Google Earth Pro軟體框出其範圍

後，量測面積為175,255平方公尺；滯洪池

及生態水池均以其水面面積三分之一計算，

計算後得出面積2,945.3平方公尺。 

  依據《臺北大學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之大學用地建蔽率為40%，因

此，本校法定空地面積327,193.8平方公尺，

即得本校總綠覆率為54.5%。(詳見綠覆率計

算表，可知各分區之基地與綠覆面積及綠覆

率佔比。) 



三峽校區綠覆率計算表 

三峽校區綠覆率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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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 校園規劃 土地現況 面積 
(平方公尺) 

綠覆率
占比 區塊 校園規劃 土地現況 面積 

(平方公尺) 
綠覆率
占比 

A 人文花園 綠地 6,412  2.0% M 原生生態區-3 綠地 12,952  4.0% 

B 植林地 綠地 3,007  0.9% N 植林地 綠地 5,255  1.6% 

C 北大草原-1 綠地 8,635  2.6% O 植林地 綠地 10,818  3.3% 

D 蓮池 綠地 619  0.2% P 心湖 水域 8,633  0.9% 

E 原二期宿舍 
預定地 

建築 
施工地 7,589  0.0% Q 原生生態區-鳶園 綠地 21,670  6.6% 

F 北大草原-2 綠地 7,453  2.3% R 原生生態區-4 綠地 16,653  5.1% 

G 中央廣場 綠地 8,752  2.7% S 現二期宿舍 
預定地 綠地 7,638  2.3% 

H 公院生態池 水域 203  0.0% T 原生生態區-5 綠地 13,043  4.0% 

I 原科技大樓 
預定地 綠地 18,389  5.6% U 植林區 綠地 16,932  5.2% 

J 音律電機大樓 
預定地 

建築 
施工地 9,497  0.0% V 運動場用地 建築 

施工地 7,376  0.0% 

K 原生生態區-1 綠地 15,339  4.7% W 綜合體育館暨 
活動中心預定地 

建築 
施工地 24,537  0.0% 

L 原生生態區-2 綠地 1,688  0.5% 總綠覆面積  178,200  

法定空地面積 327,194  總綠覆率 54.46% 

（2）心湖人工浮島 

 2015-2016年總務處與自然資源與環境管

理 研 究 所 合 作 於 心 湖 建 置 人 工 浮 島

（Artificial Floating Islands），在浮島介質

種植植物後，使其漂浮於水面上，除可供心

湖動物棲息外，更可將水中多餘養分去除，

達淨化水質之作用。 

（3）原生生態區 

 原生生態區為心湖後方約8.91公頃之校內

生態保留區，可供各種動植物棲息，以受到

較低人為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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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使用改變 

  三峽校區校園規劃圖由總務處及校務會

議規劃並委外廠商繪製，本報導期間內，正

陸續興建包括綜合體育館暨活動中心、音律

電機資訊大樓等工程。 

 

5. 正面影響 

（1）公共事務學院生態池改善 

 公共事務學院中庭池塘原作為景觀池用，

2016年規劃將其改造為一生態池，並於

2017年施工完成。 

 

①公共事務學院生態池改善後 

②心湖人工浮島 

③原生生態區 

①

②

③



1. 能源統計 

  據《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所規定之2015年用電指標（Energy Usage 

Index, EUI）中，若該校高於計畫所訂定之

指標基準，則以2015 年為基期，並將該校

2019年之EUI值降到小於公告基準設為節電

目標，其中，所需減少之用電量為該執行機

關（構）學校之「節電目標量」；2015年

EUI未高於公告基準者，以相較於2015年EUI

不成長為節電目標。本校之業務類別暨分組

為大學第三組，EUI（Energy Usage Index） 

基準為56（kWh / ㎡˙yr）。 

  根據GRI準則，溫室氣體排放共分為3種

範疇： 

 

（1）範疇一：直接能源使用及溫室氣體排

放。 

（2）範疇二：購買之電力產生的間接能源使

用及溫室氣體排放。 

（3）範疇三：發生於本校外部，包含上下游

排放，但未包含範疇二間接能源使用及

溫室氣體排放。 

  本校能源使用及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中，

為範疇一及範疇二之間接能源使用及溫室氣

體排放，無範疇一所涵蓋之能源使用及溫室

氣體排放相關內容，範疇三則因實際使用量

取得實屬困難故省略。因此本報告以二氧化

碳當量（CO2e）揭露2014至2016年範疇二

能源使用及溫室氣體排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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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能源管理 

0 10 20 30 40 50 60

103-105學年度各校區用電及樓地板面積 

資料來源：能、資源管理系統、建築物使用執照。 

103-105學年度 EUI變化值 

資料來源：《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單位：kWh/m2.yr）。 

  

說明：本校能源使用密集度（Energy Usage Intensity，EUI）值 
            = 年度用電度數 /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校區 學年度 校區總用電 
（kWh） 

各校區樓地板面積 

（㎡） 

三峽 
103 11,484,000 

220,603.6 104 11,572,200 

105 11,648,200 

民生 
103 1,522,600 

25,835.5 104 1,576,600 

105 1,630,500 

建國 
103 57,300 

14,534.4 104 48,500 

105 52,500 

合江 
103 1,162,600 

24,812.7 104 1,151,400 

105 1,119,400 

四校區總和 
103 14,226,500 

285,786.2 104 14,528,500 

105 14,4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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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第三組 規定之EUI值 

本校EUI值 (kWh/m2.yr) 

105 
10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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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校人均能源密集度=四校區總用電度數（kWh）/ 學校總人數 

學年度 （kWh）/人 

103 1,363.7 

104 1,370.4 

105 1,364.1 

103-105學年度 本校人均能源密集度（校區用電/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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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kgCO2e/m2 

            =校區總溫室氣體排放當量kgCO2e/各校區樓地板面積㎡ 

2014-2016年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說明：溫室氣體人均排放強度kgCO2e/人 
            =校區排放總溫室氣體當量kgCO2e/學校總人數 

年度 
校區總溫室氣體 

排放當量 

（kgCO2e） 

學校總人數 
人均溫室氣體排放 

（kgCO2e）/人 

2014 7,241,952.1 10,432 694.2 

2015 7,625,897.6 10,602 719.3 

2016 7,761,646.7 10,593 732.7 

2014-2016年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單位樓地板面積） 

校區 年度 
校區總溫室氣體 

排放當量（kgCO2e） 

各校區樓地板面積 

（㎡）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kgCO2e]/m2） 

三峽 

2014 5,823,112.8 

220,603 

26.4 

2015 6,178,444.6 28.0 

2016 6,226,964.8 28.2 

民生 

2014 794,525.0 

25,836 

30.8 

2015 817,291.2 31.6 

2016 880,996.6 34.1 

建國 

2014 32,666.7 

14,188 

2.3 

2015 26,822.4 1.9 

2016 27,560.9 1.9 

合江 

2014 591,647.6 

22,052 

26.8 

2015 601,339.2 27.3 

2016 626,124.4 28.4 

四校區總和 

2014 7,241,952.1 

282,079 

25.7 

2015 7,625,897.6 27.0 

2016 7,761,646.7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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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kgCO2e/m2 

            =校區總溫室氣體排放當量kgCO2e/各校區樓地板面積㎡ 

2014-2016年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說明：溫室氣體人均排放強度kgCO2e/人 
            =校區排放總溫室氣體當量kgCO2e/學校總人數 

年度 
校區總溫室氣體 

排放當量 

（kgCO2e） 

學校總人數 
人均溫室氣體排放 

（kgCO2e）/人 

2014 7,241,952.1 10,432 694.2 

2015 7,625,897.6 10,602 719.3 

2016 7,761,646.7 10,593 732.7 

2014-2016年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單位樓地板面積） 

校區 年度 
校區總溫室氣體 

排放當量（kgCO2e） 

各校區樓地板面積 

（㎡）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kgCO2e]/m2） 

三峽 

2014 5,823,112.8 

220,603 

26.4 

2015 6,178,444.6 28.0 

2016 6,226,964.8 28.2 

民生 

2014 794,525.0 

25,836 

30.8 

2015 817,291.2 31.6 

2016 880,996.6 34.1 

建國 

2014 32,666.7 

14,188 

2.3 

2015 26,822.4 1.9 

2016 27,560.9 1.9 

合江 

2014 591,647.6 

22,052 

26.8 

2015 601,339.2 27.3 

2016 626,124.4 28.4 

四校區總和 

2014 7,241,952.1 

282,079 

25.7 

2015 7,625,897.6 27.0 

2016 7,761,646.7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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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室燈具電源管控系統建置 

 目前規劃以公共事務大樓1樓及2樓教室為

建置標的，以控制燈具電源方式設定供應排

程(上午7時供應電源，晚上10時關閉電源)，

主要目的係避免因人為疏忽造成能源浪費。 

 

 

 

（5）組織本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每半年召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各學

院及處室須派員參加。 

（6）三峽校區宿舍加熱系統由瓦斯鍋爐汰

換為熱泵（heating pump）熱水器 

 將三峽校區宿舍加熱裝置從瓦斯鍋爐更換

為熱泵熱水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可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 

 
三峽校區宿舍熱泵系統更換前後績效差異 

資料來源：總務處營繕組。

能源費用（TWD） 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kgCO2e） 

三峽校區宿舍 

鍋爐 
（汰換前） 

熱泵 
（汰換後） 

鍋爐 
（汰換前） 

熱泵 
（汰換後） 

1,653,377 989,376 831,174.7  751,890.3  

能源費用節約 減排量 

664,001 （-40.2%） 79,28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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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與溫室氣體管理 

  為善盡大學之社會責任，本校持續規劃各

項節能方案與措施，如下列： 

（1）控管三峽校區及民生校區空調開放時間 

 為避免不必要浪費，本校管制三峽與民生

校區一般教室樓層空調開放時間（08:00-

18:00）。 

（2）將老舊館舍T8燈具持續汰換為T5燈具 

 將校園T8燈具陸續更換為T5燈具，減少能

源消耗需求將近30%。 

（3）改善行政大樓B1F韻律教室空調系統 

 目前每個星期三及星期五夜間於該空間開

辦課程活動，夏季時需開放中央空調供應冷

氣，因使用人數少，造成大設備容量供應低

負載之耗能情形。將該空間大小增設容量適

切之空調設備，獨立管控開放時間，以改善

目前耗能情形。 

 



1. 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

物管理 

  本校一般事業廢棄物委由簽約外包廠商全權

處理，本校有30位駐點清潔人員協助施作廢棄

物清運及管理。一般事業廢棄物經分類後，有變

現價金者交予資源回收商定時清運；無變現價金

者交予清潔隊處理。因本校未設有相關實驗室，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出僅有衛生保健組少數醫療廢

棄物。 

  目前本校設置門診服務由鄰近本校之恩主公

醫院所承辦，此部分事業醫療廢棄物會轉交由每

日於本校看診之恩主公醫生或藥劑師帶回恩主公

醫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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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管理 

  本校廢棄物處置遵照行政院環保署廢棄

物管理現行法規《廢棄物清理法》。為了維

護校園環境及落實資源回收，本校另設有

《國立臺北大學資源回收實施要點》作為廢

棄物回收施行依據。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Goal 12:「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希冀2020年以前，以符合環保的方式妥善管

理化學藥品與廢棄物，減少釋放到空氣、水

與土壤中，以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不利

影響。2030年以前，透過預防、減量、回收

與再使用大幅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同時，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每學年度以

宣導方式，加強教職員工學生環境倫理觀念，

落實資源回收與廢棄物減量宣導，以減少廢

棄物產出，並且鼓勵資源再利用。 

本校事業 
廢棄物 

一般事業 
廢棄物 

有害事業 
廢棄物 

一般 
垃圾 

資源 
回收 

（含廚餘） 

少數 
醫療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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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回收成效 

  本校每學年度針對資源回收落實減量宣導，加強教職員工學生環境倫理觀念，並減少本校

資源之浪費及廢棄物量。各教學大樓及學生宿舍之公共區域皆設置資源回收桶，簽約外包廠商

會再將分類好之廢棄物做回收處理。行政大樓及商學大樓餐廳之廚餘，此部分皆由養豬戶運回

做為飼料用途。下圖為本校2015-2017年度資源回收量，資源回收量逐年成長，可看出本校資

源回收提倡工作有效達到減量目的。  

 

 

單位：公斤 

本校2015-2017年度資源回收量 

69984 71036 7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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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永續發展議題研究單位如下： 

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 

為一校級研究中心，致力於推動全球變

遷與永續科學之跨學科研究。全球環境

變化是人類面臨最大威脅之一，為能因

應本世紀最為嚴峻之挑戰，特結合本校

學術研究資源成立本中心，目前規劃環

境管理組、空間規劃組、產業轉型組、

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等五研究部門，

及災害和風險管理部門。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為國內公共事務管理領域中，第一個以

培育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人才為目標，

學術研究與教學並重、具跨科際整合特

性的學術機構。 

永續發展政策研究中心 

隸屬於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研究重點

為地方如何執行國家永續發展政策，從

理論與實務分析及探討其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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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續教育 

  「永續發展」最廣泛應用之定義為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UNCED）發表著

名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中提及：「能滿足當代的需求，

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

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整

合環境教育的目標、性質及內容，提出「永

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一詞，指出教育能促進永續發展，並提高人

類解決環境及發展問題的能力。永續教育為

價值觀之養成，使人與人可互相尊重理解，

並能瞭解人與自然、社會環境之關聯。 

  本校建構永續教育架構除設立永續發展

課程及研究單位外，並透過通識教育，目標

培養具備人文涵養、理性思辨、公民倫理、

社會關懷、宏觀視野的現代公民。 

通識教育 

透過人文、科學、民主、倫理及宏觀

五大素養培養十大核心能力，旨在培

育兼具跨界專業核心能力、人文社會

關懷、現代科技素養及國際移動力之

世界公民。 

人文 
• 經典探索能力 
• 藝術賞析能力 

科學 
• 創新思維能力 
• 知識統整能力 

民主 
• 溝通表達能力 
• 社會參與能力 

倫理 
• 道德判斷能力 
• 價值思辨能力 

宏觀 
• 多元尊重能力 
• 國際宏觀能力 

通識教育五大素養十大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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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研究單位以外，本校另外透過課程及

通識教育，培養學生具備現代公民之素養、

跨領域整合及團體合作、溝通合作之能力。 

全球變遷與永續發展英語學分學程 

氣候變遷調適已是「全球性問題」，如

何培養全球視野與專業人力，滿足全球

氣候變遷調適人才需求，亦是未來氣候

變遷調適課程設計的重點。本學程透過

培養學生因應氣候變遷之減緩與調適專

業認知與能力，落實終身環境保護與資

源保育的行動力與專業力，以培育具永

續發展責任感的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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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是面臨資源耗竭、全球快

速變遷下，所有當代人類皆須具備的思

維，本校針對永續教育藉由學術研究、

教學課程各管道向學生傳遞永續概念，

誠盼學生能遵循本校校園精神－追求真

理，服務人群，共同建構一個和樂的永

續家園。 

  此外，於本校法商特長及教育特色

外，還致力推動永續相關研究及政策研

擬，如本校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以其

獨立專業的角色，於2016年5月發布

《臺灣CSR指數》，不僅為我國首支臺

灣企業社會責任指數，更期望推動資本

市場發展相關商品，以符合全球投資主

流，激勵我國企業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CSR），達成企業、投資人及社會三

贏的正向循環。 

  又，2017年4月與財團法人臺灣永

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訂合作備忘錄，開

立全國唯一針對「永續管理師」認證之

證照培訓班，期待培育更多永續管理師

在企業及組織邁向永續發展的過程中扮

演關鍵樞紐角色，傳遞社會責任核心價

值，致力國家及社會的永續發展工作。 

社會共融 
海山大觀，三鶯小憩 

 

「    偉大的城市，必有一所偉大的大學！」一個城市的永續發展，無論在經濟、環境、

社會面向都同等重要；大學包含了永續三個面向的專業人才，同時也是培育國家未來世代的

教育場所，因此大學應成為地方實踐社會責任的領頭羊。 

 作為我國第一所以「大學城」理念規劃設計之大學，本校緊密連結「北大特定計畫區」，

師生與居民無論在食、住、行與育樂皆是互助互惠，同時亦提供地方居民安全、具包容性的

開放空間。 

 本校近20個服務性社團，投入地方鄰里服務，促進族群融合、帶動地方發展。海山學研究

中心提供師生優良教育與學術研究，對外推動國內外相關研究者之互助合作，探究海山地區

之歷史脈絡與人文變遷，期盼能達到「從海山出發，立足大臺北，放眼北臺灣，展望全世

界。」 

 

 

71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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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責任與在地發展 

  本校社會科學學院與人文學院為了落實

USR，分別推動「在地社會實踐NPO育成與

永續計畫-邁向服務協力與組織化」、以及

「海山環抱-北大深耕海山文化、教育產業之

創發與實踐」等計畫，連結各院系所相關專

長教師教學與研究，整合社區資源，提出多

項具體方案，共創海山學大學城永續發展，

以落實「追求真理、服務人群」校園精神，

以及「推動師生社會創新、落實在地連結發

展、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發展主軸。 

1. 社會責任 

（１）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大學作為高等教育人才培育中心，同時

也與當地社區緊密相連，教育部自2017年

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設定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為試辦期、第二學

期起為執行期，四大核心目標如下： 

強化區域產學鏈結，協助在地產業發展與升級 

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發展 

整合部會與地方政府資源，挹注在地發展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師生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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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在地需求，USR計畫積極與地方

連結。以社科院計畫而言，具體推動「三鶯

樹在地論壇」，連結課程排定系列演講，分

享在地社區經營之經驗，串連學校、社區、

政府、非營利組織等。 

  以婦幼人口服務的部分為例，由社會工

作學系游以安老師設計課程並帶領學生進入

地方社區或各類機構，服務特殊兒童，計畫

初期以桃園女子監獄中23位隨女性受刑人入

監生活之兒童為優先服務對象。 

  原住民部分則由犯罪學研究所林育聖老

師與隆恩埔志工隊合作，長期投入隆恩埔社

區服務。由隆恩埔青少年志工隊進行課業輔

導，其後進一步成立單車隊。透過USR，林

育聖老師結合課程設計「隆恩埔原住民青少

年單車協力方案」，帶領學生、志工與原住

民青少年除了騎乘單車與社區互動，透過回

收廢棄或老舊單車，同時培養自力修車能力，

開創年輕人面對、解決困難之能力。 

2017年12月2日，社科院與新北市玩具

銀行（新北市社會局補助之玩具圖書館協會

承辦）合作，舉辦「北大玩具節」，這是

USR計畫首次大規模社區活動，以達到促進

大學與社區連結，善盡社會責任之目的。

原青單車隊與北大學生 

圖
片
來
源
：
社
科
院
 

圖
片
來
源
：
社
科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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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服務性社團   

  本校目前共有17個服務性質之學生社團，

每學年度固定安排不同類型社會服務： 

社團性質 社團名稱 

孩童、青年服務 

 向日葵志工社 
 螢火蟲工作室 
 基層文化服務社 
 原住民之友社 
 社會服務團 

校內、外志工服務 

 多元服務社 
 國際志工社 
 北大愛無礙社 
 傳愛服務社 
 崇德青年社 
 社工系志工隊 

專業性服務 

 親善團 
 地政服務社 
 法律服務社 
 愛動物社 

社區永續服務  北大好好市集社 
 隆恩埔青少年志工隊 

各類服務性社團 

資料來源：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親善團 

地政服務社 

原住民之友社 

圖片來源：各社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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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市集社每個月固定
兩個週五、六在校門開
設文創市集與小農市集，
校內外人士皆可透過登
記抽籤前來擺攤。其中
小農市集－「北大幸福
市集」更會嚴格檢查，
必須是地方自產之小農，
強調無毒、有機農產品，
提供北大居民一個安心
的管道。 
 
圖片來源：好好市集社 

國際志工團2017年暑假前往
尼泊爾參與海外服務學習並
與當地志工合影。 
 
 
圖片來源：國際志工團 

基層文化服務社學期間利
用假日前往三峽大成國小，
模擬寒暑期出隊，除了增
進社員的能力，同時提供
在地小朋友歡樂的周末。 
 
 
圖片來源：基層文化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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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推廣教育組。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班 

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 
地政士學士學分班 
會計碩士學分班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 
公共政策碩士學分班 
法律專業碩士學分班 
法律研究碩士學分班 
財務金融碩士學分班 

語文會話課程 

韓語：發音班、輕鬆口說班、情境會話班 
英語：基礎發音班、會話班、文法會話綜合班、 
   中英口譯入門班 
日語：會話基礎班、初級班、進階班 

語文檢定課程 多益課程：中級、中高級 

專業證照課程 PMP專案管理師證照班 
國家考試記帳士證照專班 

律動課程 
雕塑瑜珈班 
活力有氧舞蹈班 
異國風肚皮熱舞班 

生活樂學課程 
健康管理師規劃訓練 
財務報表分析基礎班 
土地稅法規與實務班 

（3）推廣教育 

  本校致力推廣終身學習與社會教育，設

立各領域學分班課程以及各類語文檢定、會

話班，亦開設多種專業證照養成班，協助學

員在工作之餘同時充實自我、爭取學歷與第

二專長，提升職場競爭力。此外還有休閒律

動相關課程，以促進在地社區民眾健康並享

受生活。 

 

推廣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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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地發展 

  2015年5月，本校為推廣在地研究，回

饋鄉里，成立「海山學研究中心」，期望集

思廣益，保存地方文史資料、教育推廣以及

學術研究，並進行教育與研究的整合，提供

各單位及師生相互交流的平台，強化本校與

海山地區社教機構或文史研究團體的互動。 

  海山地區，係指從三峽、鶯歌、樹林、

土城、板橋、中和、永和乃至於新莊與桃園

大溪等地區，最早可追溯於清康熙年間諸羅

縣淡水廳海山莊。 

  乾隆三十年，海山由莊升為保，嘉慶、

道光時期，海山保有十七庄，約為現今之三

峽、樹林、鶯歌與大溪地區。

  1895年日本領臺後，海山地區隸屬於臺

北縣轄區；1920年代，廢海山堡設立海山郡，

隸屬臺北州，管轄三峽（原成福區與三角湧

區）、鶯歌（原鶯哥石區與樹林頭區）、土

城（原土城區）、板橋（原枋橋區）、中和

（原枋寮區）等五庄，約涵括原清代海山保

與擺接保地區。 

  1946年1月，廢郡設區，仍置有海山區，

隸屬於臺北縣，管轄板橋、鶯歌、三峽、土

城、中和等鄉鎮。同年8月，樹林鎮自鶯歌

鎮劃出成立。1947年1月，海山區裁撤，原

區內各鄉鎮改歸臺北縣直轄。 

  時至今日，新北市板橋區與新莊區皆保

有海山里，「海山」亦為學校、道路與車站

名稱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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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中心之工作重點如下： 

推動跨領域研究 

結合產、官、學資源 

累積學術能量 

強化在地連結 

促進學術文化交流 

（2）目前已推動之研究成果如下： 

三鶯走路節計畫 

《新竹縣誌》續修 

「臺北州檔案」解讀 

海山文物展覽館－數位人文擴充案以及
「三峽客庄」社區關懷紀錄片。 

  海山學研究中心依據研究群性質，設立歷

史文化組、社會變遷組與創新推廣組，廣徵相

關領域之博士後人才擔任研究員。中心主任亦

得因應推廣需要，聘請約聘研究、行政人員或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為客座研究員。 

  2016年4月，中心於三峽校區圖書資訊大

樓6樓A棟成立「海山學文物展覽館」，藉由

館內常設的空間，規劃設計海山地區時空演進

下，族群、產業、城鄉風貌、建物、藝術與文

獻等主題的呈現。 

  為增進中心與海山地區重要社教機構國立

臺灣圖書館的橫向連結與資源交流，以強化海

山學文物展覽館常設展空間在軟體方面的教育

推廣功能，規劃《海山學人文探索數位博物館

計畫》，建置數位網站，導入虛實整合服務，

串連海山學文物展覽館常設展實體展場與網路

雲端兩大場域，運用多樣化展示方式，建構虛

實整合創新學習應用與互動體驗學習環境的海

山學數位化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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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學研究中心 

海山學數位圖書館 

（5）圖書館： 

學期間平日08:30-21:00；週六週日

08:30-16:30。國定假日不開放，其

餘特殊開放時間詳見圖書館網站。 

圖書館2樓藝文展覽中心與6樓校史館

於每週二、四開放，其餘時間採預約

參觀。藝文展覽中心不定期舉辦書展

或藝術作品展覽，民眾不需換證即可

進入。 

校外人士進入館內參觀平常日上限為

同一時間60人，公告之考試期間則為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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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本校三峽校區乃是三鶯地區重要的社區

活動場所，是鄰近社區前來運動、休閒之首

選，臺北校區亦是其週邊居民運動的去處。

然而，開放的空間進出自由，難免面臨不同

對象使用上的衝突，開放同時，為避免居民

活動打擾上課、自習之師生或破壞校園環境，

需要妥善管理。 

1. 校園開放空間與時間 

（1）本校訂《校園開放管理要點》，加強

校園安全管理，於上午05時至夜間23時對外

開放，其餘時段為深夜管制時段，一般訪客

不得進入。 

（2）一般訪客汽車停車管理： 

三峽校區：臨時停車計次50元，不得隔夜

停放。田徑場地下室：每小時10元，24小

時開放。 

臺北校區：不對外開放。 

（3）學生宿舍與人文學院旁設有機車停車

場供免費停放，開放時間為上午06時至凌晨

02時。 

（4）校內有環校自行車道，與人行道明顯

區隔，同時保障行人與車輛之路權。 

圖書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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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運動空間 

 三峽校區：田徑場（400公尺標準跑道、

足球場）、籃球場五面、排（網）球場

七面、網球場兩面、簡易足球場一面、

棒壘球場一座。 

 臺北校區：籃球場兩面。 

  上述運動空間於上課時間外，且無學生社團、

系所之活動時，提供一般民眾使用。本校另訂運

動場地借用辦法供民眾辦理活動時借用，使用時

應遵守本校運動場地使用規則。 

2. 校園開放空間之管理 

（1）校園安全管理 

  有鑑於2012、2013年間，臺北校區、

三峽校區連續發生民眾進入校園自殺之

事故，為便管理假日及夜間進出校園之

人員，民生校區於教學大樓各層樓加裝

隱形鐵窗，三峽校區則於2013年起在各

大樓出入口設立指紋辨識機，2014年起，

學生可使用學生證刷卡進出。 

  另外，2017年1月起，三峽校區校

園已全面汰換舊有緊急求救按鈕，於教

學大樓與心湖、學生宿舍之行人徒步區

共設立12個緊急求救站，除監視畫面連

結行政大樓監控中心，按鈕按下時亦會

發出巨大聲響，保障行人遭遇緊急事故

時能立即獲得援助。 

 

 

 

 

 

臺北校區籃球場 

三峽校區田徑場 

緊急求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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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開放空間之負面事件案例 

2016年11月，三峽校區曾發生犬隻咬

傷民眾事件，經過「北大愛動物社」

與本校學務處協調後，校方決議由社

團認養之校園流浪犬必須於固定處所

飼養，不得任其自由出入，避免憾事

再度發生；而民眾、師生所飼養之犬

貓也必須依據《犬貓進入校園注意事

項》給予繫繩或裝箱等再進入校園。 

2016年5月傳出三峽校區之「心湖」

不斷傳出鴨、鵝遭竊事件，總務處營

繕組表示，過去放養之禽鳥之數量的

確大幅減少，不若過往。因此本校已

張貼公告警示，同時委請工友儘可能

增加巡視次數，防止偷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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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RI準則對照表 

 第三方確信 

 三峽校區樹種資料表 

 使用ICON來源及作者列表 

 致謝 

GRI準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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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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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校區樹種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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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CON來源及作者列表
本報告使用ICON來源網址及作者表列如下．本報告為學術研究，不作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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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pik Freepik Freepik Freepik Freepik Smashicons

Freepik Freepik Freepik Darius Dan Dimitry Miroliubov Freepik

Smashicons Eucalyp Freepik Smashicons good ware Gregor Cresnar

Freepik Smashicons Pixel Buddha Pixel Buddha Smashicons Freepik

社會共融

Eucalyp Becris Freepik SimpleIcon Smashicons

Freepik Freepik Freepik Freepik Freepik Freepik

附錄

Freepik Freepik Zlatko Najdenovski Freepik Gregor Cres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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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來源：https://thenounproject.com/

國立臺北

大學概況

教務

與學務
Vectors Market Magicon Danil Poishin Vectors Market

Yo! Baba Nikita Kozin Schrnitzer Debashis Howlader Eucalyp Becris

校園環境

Vectors Market Vectors Market ANTON icon Siwat Vatatiyapom Dairy Free Design

社會共融

misirlou Kirby Wu

其他 ICON來源

國立臺

北大學

概況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http://www.ustp.ntpu.edu.tw/ustp/pu
blic/info/6

北一區

教學資源中心

http://ucast.nttlrc.scu.edu.tw/podcast/
channels_by_category/1

聯盟醫療系統

https://www.flaticon.com/free-icon/h
ospital_744462#term=hospital&page
=3&position=78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

能源研究基金會
https://taise.org.tw/

教務

與學務

臺北大學全球變遷與

永續科學研究中心
http://www.cgcss.ntpu.edu.tw/

臺北大學

海山學研究中心
http://haishan.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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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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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序）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專任教師 
王之佑 李育明 李堅明 張四立 陳映竹 湯惠婷 錢玉蘭 

外部諮詢顧問 
王彬墀／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副秘書長 
李振北／頤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師 
呂冠霖／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曾于哲／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會計師 
黃美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內部資料諮詢 
白芸凌／教學發展中心 組員 
沈大偉／總務處環境組 職安衛管理員 
林珮君／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助理員 
林智勝／總務處營繕組 機電技士 
林裕山／秘書室 簡任秘書 
林道通／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胡君華／學術倫理辦公室 行政專員 
范姜潮貴／總務處環境組 組長 
徐于安／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組員 
徐貴浩／總務處事務組 技工 
徐嘉偉／教學發展中心 專任助理 
姚瓊翰／秘書室 簡任秘書 
翁雅玲／秘書室 秘書 
張心悌／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法律學系 教授 
曾敏傑／社會科學學院 院長 
黃健彰／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教授 
楊堯俊／進修暨推廣部行政管理組 水電技工 
劉怡芝／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羅文菁／研究發展處研究管理組 專員 

編製小組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105級 
李晶晶 邱品瑜 紀元婷 張淳毅 張雅筑 陳莉涵 陳贊宇 曾莠雅 黃麒安 蕭維哲 
 

本報告初稿由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師與外部諮詢顧問指導105級學生編製，後經
各行政處室工作小組檢視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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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的圖表資料為各單位提供，經編製小組重新繪製後呈現；內文使用照片若未註明出處皆為編製小組拍攝。 

2016-2017 
國立臺北大學永續報告 

發行人 李承嘉 校長 

統籌 呂育誠  主任秘書 

工作小組 王慧娟  學生事務處 秘書 
王憶梅  總務處 秘書 
何柔慧  研究發展處 組長 
周毓芳  國際事務處 輔導員 
林佑亮  進修暨推廣部 秘書 
林啟榮  體育室 書記 
孫翠莉  圖書館 組長 
馬宏泰  資訊中心 組員 
廖郁淳  教務處 秘書 
謝宜蓉  主計室 秘書 
簡玲娟  校友中心 組員 
嚴素娟  人事室 組長 

專案執行 羅皓恩  秘書室 行政專員 

內頁編排 編製小組 

網站建置 資訊中心 

發布時間 2018年07月 

出版者 國立臺北大學 
地址：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電話：(02)8674-1111 
網址：http://www.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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