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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特色及人才培育需求推動項目： 

編號 主題 相關政策/推動建議 

1 通識教育 

1.  本部自 97 年度推動「通識教育資源平臺建構與永續發展計畫」，並建置臺灣通識網(http://get.aca.ntu.edu.tw/getcdb/)，

提供優質通識教育課程，協助各校發展通識教育，並以「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社會責

任」及「發展學校特色」為主軸，審慎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並具體訂定 11 項績效指標，引導各校思考辦學特色、人才

培育方向。未來本部將建立全國教學資源平臺，整合臺灣通識網線上資源，收集優質課程分享給各大學。 

2. 建請各校參考高教深耕計畫 106 年 7 月 12 日說明會所提供之績效指標衡量方式及參考作法，積極強化通識博雅教育之品

質及內涵，改善通識教育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自由度，回應學生多元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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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

/Coding 人才

培育(網路經

濟)/電子商務 

1. 自 107 年度起納入高教深耕計畫之「提升教學品質落實教學創新」目標中推動，分年達成 30%、40%、50%學士班學生修

讀程式設計課程。本部亦將提供大學推動程式設計教學相關輔助措施，逐步引導學校精進落實程式設計教育。 

2. 創新創業會報。 

3. 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指導小組會議決議、行政院創新創業政策會報第 8 次會議決議＊網路經濟人才培育。 

3 媒體素養 

1. 依本部 108 年 1 月 7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70222450 號函請各校因應新型態媒體之變化，透過教材研發、課程開設、教案設

計、教師社群等資源，強化媒體素養教育；亦得辦理媒體素養主題競賽活動，鼓勵學生參與，提升媒體識讀知能。爰建請各

校開設相關議題課程，並將推動媒體識讀所需經費統籌納入現有計畫辦理。 

2. 本部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發展計畫」，並設置四個中心學校，協助培訓大專校院教師媒體素養

教學知能，協助各校得以發展結合專業與媒體素養之特色課程。亦經營種子教師社群及辦理區域教學經驗分享會等業務，爰

請各校踴躍參加。 

4 
創新創業/職涯

課程/社會企業 

1. 鼓勵大學開設創新創業相關課程，聘請業師分享實務經驗並指導學生、結合師生學習成果，學校並協助創業團隊媒合創業

資金，並提供育成輔導以實踐創業活動，使創新創業風氣能在校園扎根。 

2. 青年署推展在學青年生涯輔導工作方案。 

3. 行政院「社會企業行動方案」：鼓勵大學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共同形成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培養新世代人才

創新思考、回應與採取實踐行動能力；並提升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文化及創業環境品質，以培育創業家精神。 

5 USR/地方創生 

1. 為引導大專校院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鼓勵大學落實社會責任，教育部於 107 年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合作，藉由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科

系、跨領域、跨團隊、跨校串聯的力量，或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 



2 
 

編號 主題 相關政策/推動建議 

2. 「地方創生」係期許地方能結合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讓各地能發展出最適合自身的產業，並讓年輕人口願意留住或回流，

達到「均衡臺灣」目標。為鼓勵學校發揮特色及專業，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及培育地方人才、鼓勵青年(含學生)走入地方，進

行自我理想實現及尋求創業可能、協助地方活化現有教育設施，促進資源有效利用，爰本部透過與其他部會資源及計畫，

共同整合投入。 

6 
本土(語言)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1. 所稱本土(語言)含閩南、台語、客語、原住民等語言。 

2. 鼓勵專業學習結合本土語言教學，針對與民眾接觸機會較高、日常生活運用本土語言較為廣泛之系所(例如醫藥、護理、長

照、心理諮商、社工及法律等)，推動專業領域本土語言教育創新教學措施，建立學科專業術語及生活用語之資料，以利教

師教學參考使用及學生多元學習。 

3. 如發行本土教育議題期刊、辦理本土議題研討會與研習活動、研發各領域之本土教育議題補充教材或教學資源、與本土教

育或在地文化特色議題相關之 USR 計畫內容等。 

4. 鼓勵學校開設多元文化社會工作課程。 

7 
原住民族教育/

原住民族語 

1. 原民會「原住民族文獻起帆 6 年(103 年至 108 年度)計畫」、教育部「原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培育 4 年計畫」、「原住民族教

育政策會」提案：廣開與傳統知識有關課程，或開設原住民族文化與發展相關數位學習課程。 

2. 「原住民族族語師資培育具體行動方案」及「發展原住民族師資方案」：開設原住民語言文化相關通識課程、鼓勵語言、文

化、教育相關系所開設「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學程」。 

3. 鼓勵學校開設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課程。 

8 
新住民語言/教

育 

1. 內政部「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鼓勵各大學開設「多元文化教育」相關課程，提升師資生多元文化教育知能，培育多元文

化課程師資。 

2. 鼓勵學校開設新住民語言課程/學程。 

9 
戶外教育/山野

教育 

1. 教育部「中華民國戶外教育宣言」、「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 

2. 教育部「中華民國推動戶外教育中程計畫」： 

(1) 提供專業理論上的協助，並與中小學合作，發展「優質戶外教育活動」之方案。 

(2) 作為各區高中（職）、國中小學戶外教育課程教學、師資進修、活動規劃、場域特色營造等基地學校，協助區域各級學校

推動戶外教育行動方案與辦理相關活動。 

3. 教育部「山野教育行動方案」。 

10 海洋教育 
1.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2. 「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第 6 屆第 2 次會議」鼓勵鼓勵各校運用海洋相關磨課司課程。 

11 
勞動權益教育

法 

1. 依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配合勞動教育促進法。 

2. 教育部職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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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 相關政策/推動建議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倫理」 

4. 為積極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勞動意識、勞動權概念及勞動倫理，有關開設勞動教育(包括職業安全、專業倫理、職業(場)倫理

等相關議題)課程一節，建請各校納入課程規劃參酌。 

12 
法學教育/法治

教育/人權教育 

1.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事項 

(1) 建議大學法律相關院系所，參考國際修復式正義學院（IIRP）之作法，研發修復式正義內涵有關教材、教案；增加原住

民族研究之相關課程，瞭解文化衝突案件之判斷基準。 

(2) 於學士及學士後法學教育增加法律實作與實務課程，加強跨科際法學以及法學博雅教育與多元文化課程，例如台灣法

律史、法律社會學、司法行為科學、人權、正義、民主、性別、勞動、原住民族法學。 

2. 法務部「犯罪預防及法治教育行動方案」、中央廉政委員會有關廉政教育之落實與扎根、中央廉政委員會歷次會議、反詐騙。 

3.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國家廉政。 

4.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5. 教育部推行淨化選舉風氣實施方案。 

6. 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7. 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 

13 
公民教育/品德

教育 

1. 「102 年強化公民實踐促進校園友善方案具體措施及計畫」。 

2. 教育部「102 年度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工作計畫」。 

14 

長期照護/人口

政策 

 

1. 教育部「人口政策白皮書」： 

(1) 辦理產學連結提升青年人力投入老人服務。衛福部「高齡社會白皮書方案」，鼓勵大詹校院開設高齡社會議題相關課程，

促進青年人結合自身專業，投入老人與高齡研究發展；學程內容銜接國民教育課綱，提升青年人力投入老人服務。 

(2) 終身/樂齡。 

(3) 輔助科技服務/設備 

2. 「總統與關懷老人福利團體座談會」：失智症及長期照護。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函，鼓勵醫事相關學校將預防醫學、高齡醫學及照護等議題納入課程規劃。 

15 

性別平等教

育、家庭/婚姻

教育、情感教

育、家庭暴力

防治/兒童及少

年保護 

1. 開設可提升學生性別平等意識課程或可供在職人士(含中小學教師)增進性別平等相關知能課程。 

2. 鼓勵大學校院開設性別相關研究中心。 

3. 研發具性別平等意識的職前與在職訓練課程。 

4. 研發符合性別平等原則之文化、儀典等相關文宣與教材教法。 

5. 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鼓勵大學校院開設相關課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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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 相關政策/推動建議 

16 生命教育 教育部「生命教育中長程計畫」：鼓勵大專校院補助師生赴國外出席生命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參訪活動。 

17 服務學習 
1. 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 

2. 鼓勵學校成立服務學習專責推動單位。 

18 
藝術與美感教

育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發展多元現代公民素養＊提升藝術與美感教育方案」： 

1. 鼓勵各校廣為運用藝術銀行，透過藝術品租賃的服務，整體提升國民美學素養。 

2. 鼓勵各校將相關議題納入課程規劃，及租借藝術銀行作品於學校展示空間，提升校園美感教學氛圍，營造學生體驗美感教

育環境。 

3. 提供師生及鄰近社區居民各種藝文饗宴，營造親美感校園環境。 

19 文化資產 文化部「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培育文化資產保存專業人才。 

20 
環境及永續教

育/低碳運具 

1.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2. 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3.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07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決議。 

21 
食品安全/食農

教育/食品營養 

1. 全國食品安全會議建言、行政院「食品藥品安全會報」會議決議、衛福部「104 年度食品安全守護聯盟計畫」： 

(1) 建請各校將參與食安守護聯盟前往各級學校進行教育宣導相關事宜，納入服務學習或通識教育課程設計之參考。 

(2) 建請食品相關科系開設倫理課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鼓勵各校開設食品安全議題相關課程或(學校)

定期舉辦相關專題演講、宣導活動或研討會。 

2. 衛福部「肥胖防治政策─推動樂活、健康、低碳環境」。 

22 
消費者權益保

護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計畫」、教育部消費者保護方案。 

23 智財權保護 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24 

無障礙設計、

手語及聽障文

化、學習通用

設計 

1. 立法委員建議案 

為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商「各級政府機關機構與學校網站無障礙化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

議決議：建請各校將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課程納入相關網頁設計課程(如網頁設計入門、網頁設計進階等課程)，以利學生進

一步的瞭解無障礙網頁開發；此外，惠請各校網站(含選課系統)開發時依循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及進行無障礙的檢測。 

2.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3. 依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回應。 

25 健康安全上網 教育部學生安全上網及防治不當使用網路資訊實施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