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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大學（下稱本校）自 2018 年起出版永續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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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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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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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
dards）核心選項進行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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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學校運作主要為學年制，本報告內容以 106 學年度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 為資料蒐集範圍；然為求完整性，部分資料涵蓋 104、105 及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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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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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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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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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行政專校到法商學院，再到臺北大學，

本校創校至今已邁向 70 週年。在過往的基

礎上，持續以學生為本位，朝向研究與教學

並重的綜合型大學發展，目標成為培育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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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知

名學府。

　改制為臺北大學以來，在歷任校長帶領

下，本校日益壯大，但在深耕學術研究專業

之外，本校更重視與社會的連結，善盡大學

社會責任。一方面持續與國內許多公私立機

構聯盟，同時積極與國際知名大學洽談合作

協議，以擴大教學研究發展空間和影響力；

因應社會趨勢，教學上也積極創新並引入資

源，縮短學用落差進而促進接軌實務。

　為落實培育優質人才辦學目的，本校特別

強化學生具備專業與跨領域多元素養能力，

鼓勵學生發展第二專長，同時與臺北科技大

學、臺北醫學大學、臺灣海洋大學合組「臺

北聯合大學系統」共享資源與互補；積極輔

導學生展現專業，連結社會資源服務人群並

關懷弱勢，並將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列入中長

程發展目標。歷經許多師生校友努力，學校

辦學品質持續獲得國際認證與業界選材肯

定，連年通過各項評鑑與補助計畫，於企業

愛用排行榜上亦獲得穩定成績。

　臺灣的高等教育正面臨少子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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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設定教學創

新、國際交流、校園綠美化、社會共融、進

修推廣提升及凝聚校友力量等六大面向為邁

向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本校行政團隊必以

務實態度及作為，以因應前述的挑戰。

校長的話
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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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持續配合國家政策、整合校友資源，

活用有限資源拓展合作版圖，並集中投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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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環境綠美化

　校園為形塑大學生活共同記憶的基礎，本

校雙北校園各有優勢特色。在三峽校區部

分，除綜合體育館暨學生活動中心、音律電

機資訊大樓、崇越館、第二期學生宿舍等校

園建設，亦正規劃興建心湖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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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與合

江校區 BOT 案，建設臺北校區成為薪傳、

創新與發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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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共融

　高等教育機構除了教學與研究之外，必須

與在地社區良好互動，成為地方發展的啟動

器。本校成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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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進修暨推廣部歷史悠久，向來用心經

營以維持優良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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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或各項專班 )，合理計算營運成本，並

改善學習環境與氛圍；在推廣組部分，為拓

展推廣教育營運績效，探詢目前市場需求，

持續積極開設學分班及非學分班課程，提供

社會大眾進修學習機會，善盡在地社會責

任，未來亦將逐漸採取專案經理人制度，以

提升整體經營效率。

凝聚校友力量

　校友，是學校發展最珍貴的資產之一，本

校校友在產、官、學等領域都有優異表現，

肩負起引領國家發展、經濟成長、社會進步

的重要使命。本校將持續推動強化校友聯繫

與服務，凝聚校友向心力；並整合校友資源，

協助學生職涯發展、參與創新創業活動，提

高學生就業競爭力。透過深化與校友的鏈

結，永續傳承，以提升校譽。

　本報告將詳述前述六大面向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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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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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兼具專業又能跨領域發展的「非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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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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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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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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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任接任後，首將國立臺北大學籌備處

由原法商學院內遷往鄰近三峽校地的三峽國

中，竭盡全力推動建校後續工作，經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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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在 2000 年 2 月正式掛牌，宣告「國

立臺北大學」成立！

　臺北大學成立初期，由於校舍尚在建設

中，師生分散臺北校區或借用的三峽國中教

室上課，2005 年 3 月，三峽校區行政大樓

完工，同年 7 月，各行政單位遷入三峽校區

辦公，宣示臺北大學深耕三峽發展決心。而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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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大樓也

於 2013 年 11 月 25 日正式啟用營運。

　對照 2000 年揭牌初期，校區與周邊社區

一片荒煙蔓草景象，過去近廿年來，在學校

歷代師生持續努力下，現在不僅校區擁有全

新風貌，臺北大學特定區周邊也呈現欣欣向

榮。未來本校仍將積極提振學校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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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沿革

三峽校區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總機：02-8674-1111

民生校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號
總機：02-2502-4654

建國 / 合江校區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69號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 53號
總機：02-2502-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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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校史大事記
　1949 年，國共內戰日益劇烈，剛歷經對日抗戰、尚待復原的土地，再度陷入
遍地烽火、民不聊生，隨著共軍勢力漸次壯大，國軍、中央政府和許多各領域菁
英一路南遷，直到海峽彼岸的寶島臺灣。

　1949 年 11 月，政府設立「臺灣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一方面收容流亡來
臺的青年學子，同時培訓臺灣省地方自治幹部 ...

　2000 年，千禧年之初，歷經多年孕育而生，繼承優良行政專校到法商學院傳
統的「國立臺北大學」正式進入新的階段，不但一口氣擁有三峽、臺北兩大校區，
也從單一學院拓展為綜合大學。在歷屆諸多師長校友們接棒努力下，各項教學研
究與服務成績不斷提升，培育的校友更延續過往招牌，持續在臺灣乃至世界各領
域都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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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與概況

*相關中心於 106學年度通過，107學年度起成立；其中「亞洲暨泛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由原「日本研究中
心」與原編制外「亞洲研究中心」整併設立，其餘中心為 107學年度新設單位。
**本專班奉核自 107學年度起停止招生並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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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學年度*
專任教師 ( 含約聘教師及教官 ) 364 358 370 370
兼任教師 272 273 284 281
研究人員、助教 53 53 51 49
職員、駐衛警、技工、工友、駕駛 152 143 159 146
聘僱人員 119 135 144 143
單位：人；..* 計算至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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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4 2598 3258 660 668 116 66 781 1145 214 255 9761
105 2665 3213 669 655 128 64 744 1158 210 260 9766
106 2674 3204 667 679 142 72 752 1207 205 251 9853
107 2655 3167 652 678 126 71 791 1296 236 251 9923

* 以各學年度 10月 15 日註冊在學人數為計算基準且未包含學士後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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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是學校發展最珍貴的資產之一」，

本校歷史悠久，校友遍及海內外，在產、

官、學等領域都有優異表現。七十年來，校

友一路參與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肩負起

引領國家發展、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的重要

使命，是財經、法政領域重要政策的推手與

執行者。

　本校非常重視校友工作，自 2000 年改制

起設立一級單位之「校友中心」，下設有策

劃、學術、活動及服務等四組，積極推動校

友服務，結合各系所校友會，並整合海內外

各地區校友會組織，結合校友力量以協助校

務發展。

　為達成此一目標，本校秉持「厚植情誼認

同，共榮聲望傳承」之辦學理念，持續推動

下列做法，以爭取校友之認同與支持：

　一、積極辦理各項活動，強化校友之聯繫

與服務，凝聚校友向心力。

　二、結合海內外傑出校友卓越成就，建構

標竿典範學習，拓展學生宏觀視野。

　三、引進校友能量，協助弱勢學生，促進

高教公共化。

　四、善用校友資源，輔助本校職涯發展各

項業務推動，落實學用合一，深化學生就業

力培養機制；並結合企業界校友之力量，協

助學生參與創新創業活動。

　五、定期揭露募款來源與使用情形，以昭

公信。

　校友的支持力量是本校持續成長的動能之

一，也是學校發展強而有力的後盾。展望未

來，本校將持續深化與校友的鏈結，薪火相

傳，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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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因承接委託研究計畫增加；雜項業務收支

因招生、甄選、轉學等入學招生考試報名收

支增加；積極爭取利率較高之定期存款致利

息收入增加；其他補助收入亦因積極爭取政

府機關補助致相對應收支增加。整體收支分

析如下圖。

財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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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結構迅速變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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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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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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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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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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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委員會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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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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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特殊任務及需求，並促進校務發展，

本校還設有相關委員會且運作健全，舉例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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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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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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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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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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本校任輪值委員學校，李承嘉

校長任輪職總校長；謝士滄校友總會理事長

任校友會總會長，統籌聯合系統各項業務推

動。

北一區教學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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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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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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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委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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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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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分析

跨職能業務 單位別業務
共通性業務項目 3 3
個別性業務項目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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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控制度
　為提升行政效能及落實內部控制，本校特

依據行政院訂頒之「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訂定「國立臺北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

組設置要點」，於 101 年 9 月 27 日經校長

核定後實施，並成立「國立臺北大學內部控

制專案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行政副

校長擔任執行長。依行政院訂定之「內部控

制制度設計原則」，由上而下確認整體與作

業層級目標，並請各單位採滾動方式辦理風

險評估作業，訂定業務項目納入內部控制制

度。

　本校依據風險評估結果，並衡量業務之重

要性，選定相關業務項目納入設計，選定控

制作業項目共計 51 項，區分跨職能及各單

位別之業務，並分別細分共通性及個別性之

業務項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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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
　重視個人資料保護權益並符合相關法規要

求，本校訂定完善個人資料保護制度並據以

落實執行：

　1. 已於 106 年度取得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

心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驗

證證書。

　2. 執行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PIMS）導

入專案

　(1) 完成本校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個人資

料檔案識別作業，共識別出 424 項個人資料

檔案。

　(2) 辦理全校性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說

明會，說明本校個資相關盤點、演練及稽核

事宜，共計 94 人參加。

　(3) 完成個人資料侵害事件緊急應變模擬

演練作業。

　(4) 召開 107 年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

管理審查會議

　3. 依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總

計 5 項管理目標，依本年度內部稽核執行結

果，所導入範圍之 5 項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

目標均有效執行。

　4. 每年盤點個人資料檔案清冊、評估個人

資料風險及衝擊值、辦理内部稽核工作，持

續追蹤受稽核單位是否確實依稽核建議改進

或調整其業務作業流程、辦理緊急應變模擬

演練作業，並召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管

理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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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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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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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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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交通事故統計從

原本 10 次降低為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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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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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往來廠商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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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

辦理。

......　　　　採購屬性
金額名稱　　　　

工　程 財　物 勞　務

巨額 2億 1億 2000 萬
查核金額 5000 萬 5000 萬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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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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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金額規模
　不同採購屬性所定義之金額名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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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方式
　採購金額達 10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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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方式 辦理方式 依循法規

公開招標
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
定廠商投標

採購法
第 19條

選擇性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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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法
第 20條

限制性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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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法
第 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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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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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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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物類 工程類 勞務類
供應設備、
消耗品、零
件、材料等

各類工程
施作者

提供人力、
技術服務者

104 15(45.5%) 7(21.2%) 11(33.3%)
105 8(38.1%) 5(23.8%) 8(38.1%)
106 10(38.5%) 6(23%) 1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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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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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溝通、
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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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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工具
/校內外電子看板

•. 臺北大學 APP
•. 校務建言系統
•. 學生事務處
•. 導師時間
•. 校安中心
•. 校務溝通座談會
•. 校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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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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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管道隨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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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工具
•. 臺北大學 APP
•. 畢業流向調查
•. 校友會

畢業生
畢業一、三、五年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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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工具
•. 意見領袖通訊群組
•. 戶外電子看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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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媒體工具
/校內外電子看板

•. 校務建言系統

校、系所務會議，每學
期至少各召開一次
其餘管道隨時處理

企業主
校園能源管理
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 職涯發展中心
•. 企業滿意度問卷調查
•. 實習成果發表會

每學期至少舉辦一次實
習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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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代表 以上各項 •. 校務會議 /行政會議
校務會議、行政會議，
每學期至少各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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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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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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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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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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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校
之
重
大
性
議
題
　

校務營運面向 1....學校營運結構重大改變

教務與學務面向

2....教學品質
3....學校軟硬體設施
4....學術倫理
5....職涯規劃與產學合作
6....國際交流
11. 學術研究質與量

校園環境面向

7....生態保護與綠美化
8....校園能源管理
9....廢棄物管理
12. 永續教育

社會共融面向
10. 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13. 社會責任與在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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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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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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 ◎

教務與學務

教學品質 34-37 ◎ ◎

軟硬體設施 38 ◎

學術研究質與量 39-41 ◎ ◎ ◎

學術倫理 42-43 ◎

職涯規劃與產學合作 44-47 ◎ ◎

國際交流 48-50 ◎ ◎

校園環境

生態保護與綠美化 54-59 ◎

校園能源管理 60-64 ◎ ◎

廢棄物管理 65 ◎ ◎ ◎

永續教育 66-67 ◎

社會共融
社會責任與在地發展 70-75 ◎ ◎

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76-77 ◎ ◎ ◎

組織內：指臺北大學，含在校生、教職員工與校務代表
◎代表此重大性議題揭露內容涵蓋該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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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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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與學務
　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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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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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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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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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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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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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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品質改善
　獎勵組成教師教學社群，並推動教師同儕

學習平臺，以交流創新教材教法、強化同儕

學習。教學發展中心也持續舉辦各式教學增

能講座、工作坊、教學創新及教學社群補

助計畫等提升教學品質措施。為鼓勵教師

從事教學與教材創新，建立教學創新典範，

2018 年通過「教學創新績優教師獎勵補助辦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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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教學社群，翻轉以往教學模式，鼓勵教

師創新教學。

　教學創新計畫之申請係以年度為單位，每

案最高補助 8 萬元，累計兩次榮獲創新績優

教師可獲頒獎勵金 1-3 萬元。

教師增能活動歷年累計場次 教師教學效能精進計畫參與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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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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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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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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

度獲 4.5 分以上比率達 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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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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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
教學傑出
教師

教學優良
教師

獎金總額

104 2 12 480,000

105 4 9 510,000

106 4 10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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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全校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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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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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提供圖書

資訊系統、空間座位管理系統、圖書館 APP

等資訊服務，暨跨校借閱、自助取書櫃、無

障礙專用席位與設備借用等多元借閱服務。

學校軟體設施

..................................年度
.......資料類型

2016 2017 2018

中文圖書 ( 冊 ) 223,874 231,820 236,451

西文圖書 ( 冊 ) 170,362 172,993 173,614

視聽資料 ( 件 ) 5,501 7,103 7,326

電子書 ( 冊 ) 796,278 893,932 1,026,995

期刊合計本 ( 冊 ) 38,748 39,045 39,528

現刊 ( 種 ) 296 290 245

電子資源 ( 種 )
資料庫 156

電子期刊 53,386
資料庫 153

電子期刊 57,601
資料庫 157

電子期刊 55,278

統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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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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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學術研究質與量
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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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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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於 107 學年度起與原編制外「亞洲研究中
心」整併為「亞洲暨泛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

財政暨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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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據共六組。

大數據與智慧城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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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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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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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各學院因應未來趨勢，設立院級研

究中心，如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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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 院級研究中心

法律學院
比較法資料中心
能源、環境與人類社會研究中心*

商學院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合作經濟暨非營利事業研究中心
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
金融科技暨綠色金融研究中心*

公共事務
學院

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
土地與環境規劃研究中心

社會科學
學院

臺灣發展研究中心

人文學院
國際談判及同步翻譯中心
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

電機資訊
學院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

*106 學年通過，自 107 學年度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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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INFORM/EBSCO/Pro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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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臺灣土地科學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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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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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2018

科技部研究案 *
研究計畫總數 149 176 170 152
計畫總金額 91.36 116.609 120.514 114.228

產學合作研究案 **
研究計畫總數 64 64 55 71
計畫總金額 67.36 60.70 47.30 65.11

科技部研究案：含大宗專題、多年期計畫及其他個別計畫

產學合作研究案：含企業、其他單位及政府委託

.............................年度
論文發表類別

2015 2016 2017 2018

SCI 43 37 49 50
SSCI 41 41 33 44
TSSCI 47 48 46 42
THCI 4 3 8 7
TCI-HSS 4 7 4 6
EconLit 6 11 15 4
AHCI 1 0 0 0
EI 0 2 0 1

學術專書 ( 本 ) 4 3 2 6
學書專書論文 9 9 12 8

本校研究計畫件數與計畫總金額
單位：計畫總數 (件 )、總金額 (百萬 )

本校學術研究獎助之論文發表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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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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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倫理之價值
　歷史上關於研究倫理的重要宣言：

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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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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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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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至少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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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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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學術倫理觀念並落實行動，學術倫

理辦公室成立以來，2017-2018 年間已推動

重要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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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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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6 學術倫理辦公室網站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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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15 邀請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
部郭英調醫師，蒞校分享研究倫
理各種面向之議題。

2018/10/30 邀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周倩
終身講座教授 (臺灣學術倫理教
育資源中心計畫主持人 )蒞校分
享「學術研究倫理：知能與實
踐」

學術倫理辦公室邀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周倩終身講
座教授 ( 右 ) 蒞校分享學術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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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推動職涯規劃與產學實習透過以下策

略：

•. 縮短學用落差
•. 透過多元學習方式及創新創業職涯導航
計畫紮根校園

•. 結合倫理與實務實施教學卓越計畫
•. 強化實務能力培育跨時代適性人才

職涯規劃與產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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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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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輔導
E 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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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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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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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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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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06 學年度為例，就選擇 3 月 14 日在

三峽校區行政大樓前舉辦 2018 就業博覽會，

共有 50 家各產業廠商齊聚徵才，吸引許多

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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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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
畢業流向 54.53%

29.64%

1.48%

11.71% 1.58%

1.05%

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考試

待業

其他

進修學士班
畢業流向

85.39%

4.60%
1.26%

2.51%
2.09%

4.18%

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考試

待業

其他

碩士班
畢業流向

0.77%

0.77%

3.06%

3.57%
0.51%

91.33%

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考試

待業

其他

博士班
畢業流向

0.00%0.00%0.00%
7.69%

7.69%

84.62%

就業

升學

服役

準備考試

待業

其他

103-105 學年度畢業一年畢業生月平均收入 ( 以學士班為例 )

105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

畢業
學年度

月平均收入

22,000 元以下 22,001 元至
31,000 元

31,001 元至
40,000 元

40,001 元至
60,000 元 60,001 元以上

103 5.67% 28.84% 47.52% 15.6% 2.36%

104 3.2% 25.37% 50.53% 18.76% 2.13%

105 11.5% 26.17% 44% 16%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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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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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申請交換生計畫時，需先繳交相關資

料，交換期間至少一學期，回國後繳交學習

報告書等資料，配合系所規定者可辦理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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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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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總補助人數 總補助金額
( 單位：元 )

104 28 1,870,000
105 21 1,312,500
106 28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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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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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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本校共簽署了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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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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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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的寒暑期出國營隊，交流質量相

當豐富多元，例如大陸地區參與中國西南政

法大學、四川大學等研習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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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歐、美、日、韓地區有捷克布拉格

生命科學大學、日本甲南大學等研習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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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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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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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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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學分班方面，開設符合現今潮流趨勢

的課程，滿足社會大眾進

修學習的機會，促使社會

上各年齡階層建立終身學

習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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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暨推廣教育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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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會計學系
統計學系 (104 學年度起停招 ) 統計學系
數位行銷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104 學年起新增 )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財政學系 社會學系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犯罪學研究所
經濟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2者為雙班教學

大學師資並採互動式教學，亦可至全世界姊

妹校國際交換。

　而除了原有班級外，106 學年度起也開始

與國防部暨陸軍六軍團合作，開設營區在職

專班，滿足營區官兵進修需求，協助提升國

軍教育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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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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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永續校園的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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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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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自規劃三峽校區之初，即十分重視校

園綠化，在創校校長李建興、繼任校長侯崇

文接力對外募集資源下，目前校區內遍植上

萬株各式花木，且仍然持續增加中。三峽校

區花草薈萃、枝繁葉茂，呈現一片欣欣向榮

景象，不但是師生與民眾休閒賞景好去處，

更已成三鶯地區當地動植物最佳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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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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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保護與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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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至

2018 年觀察，發現三峽校區出現共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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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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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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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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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蔓澤蘭 (Mikania.micrantha)
　原產於南美洲，全球菊

科中唯一的多年生攀爬植

物。由於生長速度奇快，

奪取其它植物光合作用

所需的能量，導致其他植

物難以生存，故有「綠色殺

手」、「植物殺手」或「綠癌」之稱，亦被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世界百大外來入侵

種」。

翼莖闊苞菊 (Pluchea.sagittalis)
　屬菊科闊苞菊屬，原產於南美洲，為歸化

種植物，常見於濕地、沼澤、稻田等向陽潮

濕處，植株可高達 150 公分，

春季開花，由許多頭花聚生

成複頂生或腋生之聚繖花

序。另一特徵為葉片基部

會下延形成翼片，使得莖

上看起來明顯具有翅膀，

因而名為「翼莖」闊苞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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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校區綠覆率計算表

區塊 校園規劃 土地現況
面積.

( 平方公尺 )

綠覆率

佔比
區塊 校園規劃 土地現況

面積

( 平方公尺 )

綠覆率

佔比

A 人文花園 綠地 6,412 2.0% M 原生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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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地 綠地 7,589 0.0% Q
原生生態園區 -

鳶園
綠地 21,67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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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中央廣場 綠地 8,752 2.7% S 第二期學生宿舍
建築

施工地
7,63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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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崇越館 綠地 18,389 5.6% U 植林區 綠地 16,932 5.2%

J 音律電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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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生態園區 -1 綠地 15,339 4.7% W
綜合體育館

暨活動中心

建築.............

施工地
24,537 0.0%

L 原生生態園區 -2 綠地 1,688 0.5%

法定空地面積 327,194 總綠覆面積 178,200

總綠覆率 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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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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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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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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興建包括音律電機資訊大樓、第二期學生

宿舍等工程。

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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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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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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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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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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統計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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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能源管理

2015-2018 年各校區用電及樓地板面積

校區 年度 校區總用電.(kWh) 各校區樓地板面積 (m2)

三峽

2015 11,701,600

220,603.6
2016 11,771,200
2017 11,855,200
2018 12,028,000

民生

2015 1,547,900

25,835.5
2016 1,665,400
2017 1,544,500
2018 1,554,100

建國

2015 50,800

14,534.4
2016 52,100
2017 53,400
2018 57,100

合江

2015 1,138,900

24,812.7
2016 1,183,600
2017 1,049,000
2018 1,037,200

四校區總和

2015 14,439,200

285,786.2
2016 14,672,300
2017 14,502,100
2018 14,67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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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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 年本校人均能源密集度 (校區用電 /總人數 )
年度 四校區總用電度數 (kWh) 學校總人數 (人 ) (kWh)/ 人
2015 14,439,200 10721 1,346.8
2016 14,672,300 10728 1,367.7
2017 14,502,100 10861 1,335.2
2018 14,676,400 10912 1,345.0

56

51.4
50.7
51.3

47.7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EUI

2015 2016 2017 2018 大學第三組

臺北大學用電指標 (EUI) 統計

臺北大學用電資訊即時監控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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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
　本校溫室氣體排放量以經濟部能源局公布

之各年電力排放係數乘以本校範疇二能源使

用量（以消耗購買之電力所產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為計算標的），如下表所示。

2015-2017 年溫室氣體碳排放

校區 年度 校區總用電 (kWh)
全國電力排放係數
(kgCO2e/kWh)

校區總溫室
氣體排放當量..
(kgCO2e)

三峽
2015 11,701,600 0.525 6,143,340.0
2016 11,771,200 0.53 6,238,736.0
2017 11,855,200 0.554 6,567,780.8

民生
2015 1,547,900 0.525 812,647.5
2016 1,665,400 0.53 882,662.0
2017 1,544,500 0.554 855,653.0

建國
2015 50,800 0.525 26,670.0
2016 52,100 0.53 27,613.0
2017 53,400 0.554 29,583.6

合江
2015 1,138,900 0.525 597,922.5
2016 1,183,600 0.53 627,308.0
2017 1,049,000 0.554 581,146.0

四校區總和
2015 14,439,200 0.525 7,580,580.0
2016 14,672,300 0.53 7,776,319.0
2017 14,502,100 0.554 8,034,163.4

說明：校區總溫室氣體排放當量（kgCO2e）=校區總用電 kWh•全國電力係數（kgCO2e/.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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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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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kgCO2e]/m

2)

三峽
2015 6,143,340.0

220,603.6
27.8.

2016 6,238,736.0 28.3.
2017 6,567,780.8 29.8.

民生
2015 812,647.5

25,835.5
31.5.

2016 882,662.0 34.2.
2017 855,653.0 33.1.

建國
2015 26,670.0

14,534.4
1.8.

2016 27,613.0 1.9.
2017 29,583.6 2.0.

合江
2015 597,922.5

24,812.7
24.1.

2016 627,308.0 25.3.
2017 581,146.0 23.4.

四校區總和
2015 7,580,580.0

285,786.2
26.5.

2016 7,776,319.0 27.2.
2017 8,034,163.4 28.1.

2015-2017 年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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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7,580,580.0 10,721 707.1.

2016 7,776,319.0 10,728 724.9.

2017 8,034,163.4 10,861 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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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溫室氣體人均排放強度 kgCO2e/m2.= 校區排放總溫室氣體當量 kgCO2e/ 各校區樓地板面積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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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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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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汰換能源燈具
　依政府節能政策，逐步將螢光日光燈具汰

換為 LED 日光燈具，以增加電能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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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依該空間大小增設容

量適切之空調設備，並獨立管控開放時間，

以改善耗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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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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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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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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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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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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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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醫院承辦，此部分事業醫療廢棄物會轉交

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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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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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交由清潔隊處理。下圖為本校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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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管理明細表
...............年度
回收項目

2017 2018

紙類 (kg) 35000 59510
鐵鋁罐 (kg) 2620 4043
寶特瓶 (kg) 3398 4374
其他塑膠 kg) 810 1200
廢電池 (kg) 22 34
廚餘 (kg) 30700 30100
廢食用油 (L) 18L*4.7 18L*6.7

69984 71036 72517

9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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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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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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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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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教育

●能源、環境與人類社會研究中心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能源、環境議題的

挑戰與人類社會的轉型，法律學院自 107 學

年起設置「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能源、環

境與人類社會研究中心」，統籌、規劃並執

行各相關領域學術活動工作、並爭取政府部

門相關科研與產業計畫，同時與學會或協

會、其他國家或國際研究機構組織，以及一

般私部門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
　迎接全球永續發展趨勢需要，商學院自

107 學年起設置「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

永續發展研究中心」，旗下設指數編製、證

照推廣、教育培訓及顧問輔導四組，承接委

託產學合作、指數編製、證照推廣、教育訓

練和顧問輔導等相關業務。

●金融科技暨綠色金融研究中心
　面對金融科技與綠色金融議題蓬勃發展，

商學院 107 學年設立本中心以整合校內外研

究與教學資源，累積研究能量。中心下設學

術組、課程組及產學組，除了推廣相關學術

研究，也籌設「金融科技學士學分學程」與

「綠色金融學士學分學程」，同時爭取經濟

部等相關部門計畫，並與金融機構及一般產

業進行產學合作，目標推動臺北大學成為國

內金融科技與綠色金融之指標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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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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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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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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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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約結盟培訓人才之外，商學院也與臺灣

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合作，共同編製「臺

灣永續價值指數 (Taiwam Sustainability Index; 

TWNSI)。這項指數 2018 年正式誕生，考量

風險後的投資績效持續全面優於大盤、臺

灣 50 指數與臺灣永續指數 (FTSE4Good TIP 

Taiwan ESG Index)，並申請於國際即時金融

資訊平台 Reuters 與 Bloomberg 上線。

　TWNSI 指數上線不只協助投資人掌握變

動趨勢，目標更期待藉由主管機關協助，

帶動臺灣 SRI 投資產品發展，吸引國家級基

金、投資法人機構及廣大投資人投入，對我

國金融市場發揮創新與正面的社會影響力，

鼓勵企業好的獲利同時，也促進經濟、環境

與社會永續發展。

臺北大學商學院與臺灣永
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合作，
共同編製臺灣永續價值指
數 (TWNSI).2018 年正式誕
生並申請國際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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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偉大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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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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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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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與在地發展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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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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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社科院計畫方面，鎖定身障、婦幼、

長者與原住民四類弱勢族群方案服務，主要

以「課程」與「社團」結合運作方式；執行

期則邁入「社區協力」階段，依據「社區民

眾 USR 意向」調查結果，推動「臺北大學

城系列節慶活動」，藉由持續性帶狀節慶，

串起臺北大學師生與社區居民的生活關聯和

共同情感。實際運作上，採取「計畫辦公室」

和「校外組織」合作模式，一方面避免寒暑

假、課程停開或學生離校造成計畫停頓，同

時更能有效促進組織性與永續性經營。

　統整至 2018 年底實質推動重點，主要以

「臺北大學城」為號召，在不影響教學與研

究下，持續邀請在地居民進入校園，透過

「居民走進」、「師生走出」服務與外展，

持續增進在地居民認識本校。無論是北大玩

具節、北大童話節、老大人音樂節、魔幻音

樂節、祖孫情音樂會、玩具節 2.0、戲說三

鶯兒童劇、北大管樂節、閃亮臺北大學城點

燈暨音樂會等活動，平均每場次吸引約 150

組家庭、500 人次在地居民參與。

　此外，在「友善接待系列」方面，計畫也

持續邀請包括懷仁基金會、插角幼兒園、漢

翔非營利幼兒園、臺北榮民之家、罕病基金

會、退休教職員等群體進入校園參與活動或

參訪，分享校園公共資源，並藉由在地論壇

等講座，增進在校師生對周邊社區族群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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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動態活動之外，增進社區民眾對臺北大

學的認識，社科院也推出「USR 成果社區巡

迴展」，整理相關活動成果製作看板，巡迴

各社區或北大綜合行政大樓等公共場所，展

現臺北大學推動 USR 的決心，凝聚社區與

學校共同邁向典範大學城目標。

　在人文學院方面，包括歷史系、民俗藝術

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等均持續積極與在地文史

工作者結合，長期參與三峽走路節、地方文

化藝術研究推廣的工作；中文系也結合自身

學術專長，於農曆春節前夕邀請在地書法名

家到校揮毫、並由校內教師親自指導民眾書

寫，感受年節氣氛；海山學研究中心更在其

中穿梭，除了規劃「海山學文物展覽館」常

設展覽，也不定期與相關系所共同推出在地

特展，善盡推展地方文化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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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性社團
　本校目前共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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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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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永續服務
北大好好市集社
隆恩埔青少年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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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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本校專業

教學實力與長期累積口碑，近年包括軍方、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106-1 106-2

開班數
總修課
人次

開班數
總修課
人次

學分班

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 1 141 1 128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 1 26 1 22
公共政策碩士學分班 1 21 1 16
法律專業碩士學分班 1 39 1 44
法律研究碩士學分班 1 54 1 50
財務金融碩士學分班 1 14
六軍團學分專班 1 17

桃園市政府學分專班 -公共政策 1 14
桃園市政府學分專班 -法律專業 1 15
三峽經營管理碩士學分班 1 30

語文會話課程

韓語：發音班、輕鬆口說班、情境會話班

26 334 31 384
英語：基礎發音班、會話班、

文法會話綜合班
日語：會話基礎班、初級班、進階班

中英口譯入門班
語文檢定課程. 多益課程：中級、中高級 4 52 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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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54 5 50

律動課程
雕塑瑜珈班
活力有氧舞蹈班
異國風肚皮熱舞班

8 213 7 177

生活樂學課程
健康管理師規劃訓練
財務報表分析基礎班

2 49 3 118

縣市政府等特定團體也積極與本校合作洽談

開設專班，提供更多有心進修人士再教育機

會。

　此外，進修暨推廣部也開設休閒律動相關

課程，增進在地社區民眾健康並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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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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由莊升為堡，嘉慶、道

光時期，海山堡有十七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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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涵括原清代海山堡

與擺接堡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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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心工作重點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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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推動研究成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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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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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三峽校區圖書資訊大

樓 6 樓 A 棟成立「海山學文物展覽館」，

展示海山地區的發展歷程、聚落意象與人文

史蹟，並作為未來策劃各項在地人文與藝術

特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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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還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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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進入
海山學文物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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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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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開放空間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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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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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元，

24 小時開放。

•	臺北校區：不對外開放。

機車停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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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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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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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	開放校外人士 ( 每日限額 60 人 )、北聯

大師生校友 ( 每日限額 30 人 ) 入館使用

館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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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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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開放空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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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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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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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三峽校區樹種資料表
※.GRI 準則對照表
※第三方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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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樹名 學名 科別 原產地 用途 數量
.( 棵 )

總含
碳量
年/公噸

1 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L.).Presl

樟科
.Lauraceae 全島低海拔地區 提煉樟腦油 1030 1.754

2 小葉欖仁 Terminal.boivinii.Tul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原產東非洲的馬達加
斯加島；臺灣於 1975.
年以後引進栽植

景觀、行道樹，樹材供建築；
果皮含韖質做染料。 887 1.272

3 銀杏 Ginkgo.biloba.Linn. 銀杏科　
Ginkgoaceae 中國大陸

景觀樹；材質黃色，質柔軟細
嫩，為建築精美之材料。種子
白果，中藥材。

853 0.428

4 榕樹 Ficus.elastica 桑科
Moraceae

低海拔分布於華南、
日本、馬來、印度、
菲律賓、澳洲

行道樹及庇蔭樹 549 0.135

5 臺灣欒樹 Koelreuteria.henryi.
Dummer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臺灣特有樹種 行道樹及庇蔭樹 444 0.577

6 柚子樹
Citrus.grandis.（L.）
Osbeck

芸香科
Rutaceae

原產大陸、長江以南
各省廣泛栽培

著名水果，臺灣栽培品種有文
旦、白柚、斗柚等。 354 0.304

7 黃椰子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棕櫚科
Arecaceae

原產馬達加斯加；臺
灣引進栽培

樹形雅致，栽培觀賞，庭院、
盆栽，供室內裝飾。 333 0.287

8 盾柱木
Peltophorum.
pterocarpum

豆科.
Fabaceae 熱帶亞洲 行道樹供觀賞 304 0.710

9 烏木臼
Sapium.sebiferum.L..
Roxb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中國大陸 觀賞價值外，亦是中國大陸農

人的高經濟價值樹種。 246 0.237

10 垂榕
Ficus.benjamina.L..var..
comosa.King

桑科
Moraceae 印度 觀賞、行道樹 255 0.135

11 木棉 Bombax..malabarica 錦葵科
Malvaceae 印度、印尼、菲律賓 觀賞、行道樹 220 0.383

12 貝殼杉
Agathis.
dammara.(Lamb.).L..C..
Richard

南洋杉科
Araucariaceae 東南亞 木材、樹脂 163 0.181

13 鳳凰木 Delonix.regia.Rafin 豆科
Leguminosae

中國，原產地馬達加
斯加 行道樹、景觀樹及庇蔭樹 116 0.129

14 正榕 Ficus.microcarpa.L..f. 桑科
Moraceae 普遍 觀賞、行道樹 220 0.358

15 苦楝 Melia.azedarach..L. 楝科
Meliaceae

印度、日本、中國、
臺灣

木材作家具；種子供藥用，名
「金鈴子」。 98 0.155

16 美人樹
Chorisia.speciosa.St..
Hil

錦葵科
Malvaceae

巴西、阿根廷，臺灣
引進 著名的園林觀賞樹種 68 0.270

17 馬拉巴栗 Pachira.macrocarpa.
Walp

木棉科
Bombacaceae

原產中南美，現在全
省平地常見

木材可供作木漿，植株可遮
陰、裝飾，盆栽者，不會開花，
僅作為觀賞之用。

66 0.039

18 紅木 Sequoia.sempervirens 柏科Cupressaceae
自奧瑞岡州南部至加
州中部之沿岸地區

浴缸、水槽、家具、陽台、柵
欄、鑲板、窗簾、門、構件加
工。

63 0.048

19 稜果榕 Ficus.septica.Burm. 桑科
Moraceae

產臺灣全島平地集山
麓叢林

葉供包裝蚵蜊、豆腐或豬肉。
植為園林樹。 60 0.206

20 橡膠樹 Ficus.elastica 桑科
Moraceae

原產印度，台灣各地
栽培

樹液可製橡膠，惟產液量小，
可作為庭園樹，觀賞。 47 0.057

21 福木
Garcinia.subelliptica..
Merr.

藤黃科
Clusiaceae

產蘭嶼、綠島，分布
菲律賓及琉球

防風、防潮及園林樹，樹皮含
三種黃色素作染料。 35 0.032

22 黑板樹 Alstonia.scholaris 夾竹桃科
Apocynaceae

原產印度、菲律賓，
臺灣引進為園景 木材輕軟，色白，栽培觀賞。 30 0.045

23 柳樹 Salix.babylonica.L. 楊柳科
Salicaceae 中國大陸 栽培觀賞 28 0.020

24 艷紫荊 Bauhinia.×.blakeana 豆科
Fabaceae

原產香港，臺灣於
1967~71 年引進 良好之觀賞植物 23 0.030

25 小葉南洋杉
.Araucaria.excelsa.
(Lamb).R..Br.

南洋杉科
Araucariaceae 澳洲 觀賞 17 0.000

三峽校區樹種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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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樹名 學名 科別 原產地 用途 數量
.( 棵 )

總含
碳量
年/公噸

26 蒲葵 Livistona..subglobosa. 棕櫚科Arecaceae

中國、琉球、小笠原
群島、日本南部、爪
哇

葉可編製笠帽、蒲扇；嫩芽可
食用；葉腋間的纖維可作蓑
衣、繩索、掃把。

15 0.043

27 茄冬 Bischofia.javanica.
Blume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澳洲，臺灣引進栽培

木材耐水濕性強，可供建築、
土木及水工用材，樹木作防風
林輔助樹種。

14 0.004

28 赤楠 Syzygium.buxifolium.
Hook..&.Arn.

桃金孃科
Myrtaceae

澳洲、印度、馬來西
亞 行道樹，也是防風樹種 10 0.01

29 千層木 Melaleuca 桃金孃科
Myrtaceae

原產地澳洲、印度、
馬來西亞 行道樹，也是防風樹種 10 0.012

30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楓香科
Altingiaceae

原產於中國南部及臺
灣

枝幹可採樹脂製線香及藥用；
木材堅硬兼能抗白蟻，是良好
建築及傢俱材料；葉可供飼養
天蠶蛾，亦可為行道樹、庭園
樹或盆景樹種。

10 0.006

31 酒瓶椰子 Mascarena.
lagenicaulis

棕櫚科
Arecaceae

原產毛裡斯島及馬達
加斯加

栽培觀賞，適庭院、公園，亦
適盆栽。 8 0.006

32 白千層
Melaleuca.
leucadendra.(L.)..Linn..

桃金孃科
Myraceae

原產澳洲，臺灣引進
栽培

行道樹、防風樹種，葉可提煉
白樹油。 7 0.041

33 可可椰子 Cocos.nucifera.L. 棕櫚科
Arecaceae

原產美洲，臺灣引進
栽培 果可食 6 0.003

34 大花紫薇

Queen.flower,.
Queen.crepe-myrtlc;.
gerstroemia.speciosa.
Pers.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產印度、中國至澳洲 觀賞植物 5 0.005

35 印度紫檀 Pterocarpus.indicus.
Willd.

豆科
Fabaceae

印度、菲律賓、馬來
半島等地 家具及建築之用材 50 　

36 大王椰子
Roystonea.regia.(H.
B.K).Cook

棕櫚科
Arecaceae

原產古巴，線廣泛栽
植於泛熱帶

觀賞，相當適於行道樹及園林
屬。 3 0.007

37 茄苳
Bischofia.javanica.
Blume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為鄉土樹種 葉可烹調茄苳雞，果可食，尤

為鳥類所愛。 2 0.002

38 青楓
Acer.serrulatum.
Hayata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臺灣特產於山麓至海
拔 2,000m闊葉林中

著名紅葉觀賞植物，廣泛用作
庭園綠化及觀賞樹種。

4 0.009

　 合計 6653 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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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準則對照表
項目 GRI揭露

項目 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或URL 揭露
程度 省略理由與說明

一般揭露..

1.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校史沿革 6-7 ●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校史沿革 6-7 ●
102-3 總部位置 校史沿革 6-7 ●
102-4 運營據點 校史沿革 6-7 ●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組織架構與概況 10-11 ●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 組織架構與概況 10-11 ●
102-7 組織規模 組織架構與概況 10-11 ●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組織架構與概況 10-11 ●
102-9 供應鏈 業務往來廠商管理作業 24-25 ●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臺北大學校史大事記 8-9 ●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風險分析 20-21 ●
102-12 外部倡議 無外部倡議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料 對外參與公協會 19 ●
2. 策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校長的話 4-5 ●
3. 倫理與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
範 學術倫理 42-43 ●

4. 治理
102-18 治理結構 組織架構與概況 10-11 ●
5. 利害關係人溝通
102-40 利害關係人團體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面與邊界 26-31 ●

102-41 團體協約
http://www.ntpu.
edu.tw/admin/a4/
news.php

請洽本校人事室網頁
查詢

102-42 鑒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102-43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針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102-44 提出之關鍵主題與關注事項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6. 報導實務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 財務概況 13-15 ●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與主題邊界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102-47 重大主題表列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102-48 資訊重編 關於此報告 2 ●
102-49 報導改變 關於此報告 2 ●
102-50 報導期間 關於此報告 2 ●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關於此報告 2 ●
102-52 報導週期 關於此報告 2 ●
102-53 可回答報告書相關問題聯絡人 關於此報告 2 ●
102-54 依循 GRI 準則報導的宣告 關於此報告 2 ●
102-55 GRI 內容索引 附錄：GRI 對照表 82-83 ●
102-56 外部保證 /確信 附錄：第三方確信 84-87 ●

●完全揭露.○部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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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GRI 揭露
項目 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或URL 揭露

程度 省略理由與說明

管理方針

校務營運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校務營運 17-31 ●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校務營運 17-31 ●
教務與學務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教務與學務 33-51 ●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教務與學務 33-51 ●
校園環境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校園環境 53-67 ●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校園環境 53-67 ●
社會共融
103-1 解釋重大主題及其邊界 利害關係人溝通、鑑別重大考量與邊界 26-31 ●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社會共融 69-77 ●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社會共融 69-77 ●

項目 GRI 揭露
項目 標題 對應章節 頁碼或URL 揭露

程度 省略理由與說明

GRI 準則
重大議題

校務營運
經濟績效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財務概況 13-15 ○ 部分科目保密規定限
制無法揭露

校園環境
能源

301-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校園能源管理 60-64 ○ 本校僅有範疇二之能源
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

301-2 組織外部的能源消耗量 資料取得困難
301-3 能源密集度 校園能源管理 60-64 ●

301-4 減少能源消耗 校園能源管理 60-64 ○ 無實質能源減量，但
有節能措施

301-5 降低產品和服務的能源需求 不適用 非製造業不適用
排放

305-2 能源間接（範疇二）溫室氣
體排放 校園能源管理 60-64 ●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密集度 校園能源管理 60-64 ●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校園能源管理 60-64 ●
廢污水和廢棄物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
棄物 廢棄物管理 65 ○ 廢棄物總量無法取得

社會共融
當地社區

413-1 經當地社區溝通、衝擊評估
和發展計畫的運營活動 社會責任與在地發展 70-75 ●

項目 議題 頁碼或URL 揭露
程度 省略理由與說明

自訂議題

校務營運
學校營運結構重大改變 8-9 ●
教務與學務
教學品質 34-37 ●
職涯規劃與產學合作 44-47 ●
國際交流 48-50 ●
學校軟硬體設施 38 ●
學術研究質與量 39-41 ●
校園環境
生態環境與綠美化 54-59 ●
永續教育 66-67 ●
社會共融
當地社區開放空間 76-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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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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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李承嘉.校長

統籌 呂育誠..主任秘書

工作小組

廖郁淳..教務處.秘書
李麗芳..學生事務處.秘書
王憶梅..總務處.秘書
舒昌榮..研究發展處.專門委員
張筱瑩..國際事務處.輔導員
洪雪華..圖書館.秘書
嚴素娟..人事室.組長
謝宜蓉..主計室.秘書
馬宏泰..資訊中心.組員
林佑亮..進修暨推廣部.秘書
簡玲娟..校友中心.組員

專案執行 羅皓恩..秘書室.行政專員

內頁編排 秘書室

網站建置 資訊中心

發布時間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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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4-1111
網址：http://www.ntpu.edu.tw

2017-2018
國立臺北大學永續報告

※本報告基本架構係由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106級同學與教授共同研擬
※以上工作小組成員依本校組織規程順序排列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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