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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2011年成果報告 

壹、 前言 

臺北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在國內各自專長領域皆是最優秀的學校

之一，具備學術與實務領先地位。為因應國內外教育環境的變化與衝擊，在彼此檢視

自身學校的優、劣勢與外在環境機會與威脅之後，深感需要跳脫既有藩籬，採行「聯

合大學系統」模式成為三校追求未來長遠發展的共識。 

三校校長於 2009年 5月 19日座談會中同意共同成立籌備「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嗣後歷經多次會議與籌備歷程，於 2011年 2月 14日獲教育部臺技(二)字第 1000017391

號函復「所報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計畫書一案，准予核定」。 

2011 年 5 月 26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召開首次系統委員會議，會中推選臺北大

學侯崇文校長擔任系統校長，研訂「臺北聯合大學行政總部組織及運作辦法」、「臺北

聯合大學各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通過 2011年工作計畫，分教務、學務、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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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國際事務、圖書、資訊等委員會次第進行。嗣後因侯校長任期屆至，於 2011年

10 月 13 日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改推臺北大學薛富井校長繼任系統校長。依據臺北聯

合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系統校長由各校校長依學校成立先後

順序輪流擔任為原則，並經系統委員會推選，報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任期一年。」未求

任期與年度一致，於 2012年 1月 4日召開第三次委員會議。謹就 2011年合作成果與

未來發展建議彙整如後，期望以在原有基礎上持續邁進。 

2011/5/26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首次系統委員會議委員合影 

 

貳、 2011年合作成果 (資料期間：2011年 1月至 12月) 

一、教務組 

（一）擴大跨校選課，儘量開放三校課程互選 

宣導儘量開放三校互選，並請各系所老師所開課程提供外加名額供另二校學生選

課。但三校各系所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通識課程三校互選：通識課程亦比照一般課程擴大開放三校互選。 

99學年第 2學期相互選修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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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選狀況 課程數 人次 

臺北大學至臺北科技大學選修通識數 32 86 

臺北大學至臺北醫學大學選修通識數 22 59 

臺北科技大學至臺北大學選修通識數 1 1 

臺北科技大學至臺北醫學大學選修通識數 6 6 

臺北醫學大學至臺北大學選修通識數 0 0 

臺北醫學大學至臺北科技大學選修通識數 0 0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相互選修情形一覽表 

互選狀況 課程數 人次 

臺北大學至臺北科技大學選修通識數 21 56 

臺北大學至臺北醫學大學選修通識數 18 32 

臺北科技大學至臺北大學選修通識數 4 4 

臺北科技大學至臺北醫學大學選修通識數 
臺北大學無

資料 

臺北大學無

資料 

臺北醫學大學至臺北大學選修通識數 1 1 

臺北醫學大學至臺北科技大學選修通識數 
臺北大學無

資料 

臺北大學無

資料 

（三）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與臺北醫學大學商議共同規劃開設「醫療科技與法律

學分學程」。 

 

二、學務組 

單位 活動時間 合作活動名稱/內容 合作方式/預期成效 

衛保組 1月 支援三峽校區診療業務 
促成臺北醫學大學負責營運

之署立雙和醫院參與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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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組 3月 13日 

313去爬山 

國際登高走春活動 

與臺北醫學大學暨署立雙和

醫院、臺北科技大學共同舉

辦「313去爬山-國際登高走

春」活動，總參與人數 2,251

人，臺北大學參與人數 148

人。 

衛保組 3月 29日 壓力與身心症 

邀請臺北醫學大學署立雙和

醫院精神科醫師蒞校演講，

辦理身心健康講座，談認識

身心症、舒壓等身心議題，

活動總參與人數 72人。 

衛保組 4月 7日 

吃得窈窕、吃的健康 

談養生食膳 

邀請臺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楊玲玲博士蒞校演講，透過

講座教導簡單、便利的養生

觀念，提供許多簡單易上手

的食療食譜，讓我們都能輕

鬆養生獲健康，活動總參與

人數 85人。 

衛保組 6月 9日 談中醫養生 
邀請臺北科技大學、臺北醫

學大學師生參與講座活動。 

衛保組 10月 29日 

校慶園遊會 

醫療服務站 

邀請臺北醫學大學署立雙和

醫院於校慶園遊會設置體適

能檢測攤位。 

衛保組 11月 4日 衛生訪視暨自我評鑑 

邀請臺北科技大學衛保組陸

志成組長以及臺北醫學大學

公衛暨營養學院張武修副院

長擔任自評委員 

就輔組 5月 4日 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 

本活動網址與相關訊息函請

臺北科技大學與臺北醫學大

學，轉知學生踴躍參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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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校園徵才系列活動海

報，轉請協助張貼。 

就輔組 6月 10日 
益師亦友業師計畫成果發

表會 

臺北科大副教務長及課務組

主任出席本活動，分享該校

雙師計畫推展方式及成效，

協助啟發學生學習動力。 

課指組 3月 22日 

100年寒假服務社團出隊

成果分享座談會─臺北聯

合大學(USTP) 

邀請臺北科大山服社團分享 

課指組 5月 26日 99學年度社團評鑑 
邀請北醫大、北科大課外組

組長擔任評審委員。 

課指組 5月 29日 
三校國樂聯合音樂會「東

北風」 

臺北大學國樂社與臺北醫學

大學國樂社在客家文化園區

舉辦聯合期末公演。 

軍訓室 
4月 28-29

日 

「北京大學體育科學研究

所與臺北大學運管系簽定

合作意向書」「太極與大

學之道論壇暨奧運在北

大、靜園觀太極文化雕塑

三週年展」 

活動期間計有臺北醫學大學

謝明哲教授發表：「現代人

的健康危機及其因應之道」

專題、林文琪教授擔任論壇

第二場次之主持人、臺北科

技大學陳慧貞教授擔任論壇

第一場次主持人，以及兩校

致贈花籃，在實質與精神上

所給予的支持，活動圓滿完

成。 

學生諮商中

心 

4月 7日至 5

月 31日 

軟實力培訓課程及性別平

等活動共 13場 

公告三校同學自由報名參加/

線上報名 

學生諮商中

心 

4月 18日至

5月 23日 
諮商輔導老師督導課程 三校諮商輔導老師報名 

學生諮商中

心 
4月 29日 

教育部北一區專業論壇活

動-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

邀請北醫及北科業務承辦人

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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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行政處置流程與輔導協

調 

2011/3/13 臺北醫學大學主辦「313去爬山 國際登高走春活動」 

2011/4/7 臺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楊玲玲博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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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組 

（一）會議場地：2011年臺北醫

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借用臺北大學

臺北校區 503教室。臺北大學臺北

校區及三峽校區之教室及會議空間

均開放各校借用，秉持資源共享互

惠，歡迎多加利用。 

（二）宿舍空間借用：臺北大學合

江街 55-1號合江宿舍 306床位，

面積 934坪租用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自 98年 9月 10日至 99年 1

日 31日按使用床位租用 84床，一

學期 37萬 8000元。自 99年 2月

1日至 99年 7月 31日按使用床位

租用 115床，一學期 48萬 8,750

元。自 99年 08月 01日至 104年

07月 31日為期 5年，租用全棟

306床面積 934坪每學期 1,094萬

400元。 

（三）電子公文系統：三校電子公文資訊平臺，因涉及公私立學校遵循法律不盡相同，

故暫時無法推動。電子公文異地備份部份：2 月 22 日臺北大學就雙方電子公文

異地備份，與臺北科技大學文書組、資訊中心第一次會議，由兩校資訊中心就其

雙方公文檔案進行可行性分析。4 月 25 日第 2 次會議結論為兩校資訊中心就其

雙方公文檔案經測試後技術可行，惟臺北科技大學資訊中心表示其資訊儲存空間

已屆滿，無法提供異地備份所需容量，如配合雙方電子公文異地備份空間需求，

需 200萬元添購資訊設備，因囿於經費故暫緩辦理。 

四、研究發展組 

（一）本組為推動產學合作工作，觀摩並汲取產學合作辦理成效傑出之校院作法，於

2011年 6月 15日邀請臺北科技大學林鎮洋研發長蒞校主講「國立臺北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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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研究發展與產學合作機制」 

（二）2011年 11月 24日邀請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歐耿良院長主講「產學及成果

推廣相關經驗」。兩場演講主講人不吝分享所服務學校在產學推動上之規劃及相

關獎勵措施，與會人員受益良多，冀望產學合作事務能進而順利成長。 

五、國際事務組 

（一）3月 16日三校聯合與美國印地安那普渡大學韋恩堡分校簽署學術合作備忘

錄。 

（二）3月 24日三校假臺北醫學大學聯合舉辦「國際事務主管會議」。 

（三）4月 13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姐妹校教授至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演講。 

（四）6月 20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和泰國宋卡王子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五）8月 1日三校分別與韓國梨花女子大學(Ewha Womans University)簽訂學術合作

備忘錄，並與臺北大學簽訂交換生合作備忘錄。 

（六）8月於臺北大學舉行風浪板暑期研習營。 

（七）12月 12日共同參加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舉辦「國際學生聯誼晚會」。 

2011/3/26 三校聯合與美國印地安那普渡大學韋恩堡分校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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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組 

（一）臺北大學圖書館自 2005年 3月 31日起與臺北醫學大學訂定「圖書互借協議

書」，編制內師生可親自持「館際互借專用借書證」至北醫圖書館借還書。每證

可借借書 5冊、借期 21天。 

（二）北醫圖書館已針對臺北大學及臺北科大學生或教職員較常到北醫圖書館入館

者，建立門禁檔。 

七、資訊組 

（一） 教務系統支援 

1.學籍系統支援註冊組新增跨校學生學籍資料。 

2.開課系統支援課務組開課系統開立跨校課程。 

3.成績系統支援註冊組登記跨校學生成績。 

（二） 跨校共同網站設計建置完成 

已完成跨校共同網站

設計建置作業，順利

上線運作。網站設計

以三校外觀結合為網

站首頁圖片，內容包

括最新公告、關於臺

北聯大、臺北聯大委

員會、組織及運作辦

法、大事紀與會議記

錄。並提供三校首

頁、課程查詢系統與

系所連結。後續配合

臺北聯合大學校務發

展逐步充實網站內

容。網址

http://www.ntpu.edu.tw/u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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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發展建議與合作事項 

一、教務組 

（一）持續推動三校學生跨校修讀輔系 

請各學系儘量提供輔系名額供合作學校學生修讀，修讀跨校輔系學生，經臺北

大學及他校審查符合主學系及跨校輔系畢業規定者，於學位證書加註跨校輔系

學校及學系名稱。 

（二）持續推動三校學生跨校修讀雙主修 

請各學系儘量提供雙主修名額供合作學校學生修讀，修讀跨校雙主修學生，經

臺北大學及他校審查符合主學系及跨校雙主修學系畢業規定者，於學位證書加

列跨校學校、學系及學位名稱。 

（三）持續推廣跨校選課，擴增開放三校課程互選 

三校互選之課程，他校不另收取學分費，惟仍應繳交給學生所屬之學校（目前

僅針對三校學士班學生不另收取學分費，研究生跨校選課部分仍收費）。 

除通識課程外，三校的專業課程選修仍依各校「校際選課辦法」規範，循校際

選課流程辦理（選修他校專業課程是否採認為畢業學分，仍由各校之系所以專

業考量採認之）。 

（四）開設遠距通識教育課程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臺北大學開設「居家風水概論」，並提供他校遠距收播，

北科大已回覆收播本課程。 

（五）跨校合作開設學分學程 

加強推廣臺北大學與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科技大學已共同開設之「創新產業管

理學分學程學分學程」，擴增學生修習人數。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與臺北醫學大學預定於 101學年度正式成立「醫療科技與法

律學分學程」，該學程施行細則及課程規劃表，將提 101年 3月校課程委員會

及教務會議審議。 

（六）研議規劃三校教師專業成長活動，邀請跨校教師參與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以及跨

校專業教師社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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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組 

單位 活動時間 合作活動名稱/內容 合作方式/預期成效 

衛保組 4月 營養保健講座 

邀請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

學系老師擔任主講者，進行

營養保健講座。 

衛保組 5-10月 

衛保組輔導學生團體（健

康服務社團、志工）交流

參訪 

邀請三校健康服務學生社團

進行交流，進一步談跨校合

作進行社區服務或健促活動 

衛保組 10月 27日 

校慶園遊會 

醫療服務設攤 

配合校慶邀請臺北醫學大學

署立雙和醫院進行社區服務

或健促活動 

課指組 5月 100學年度社團評鑑 
邀請北醫大、北科大課外組

組長擔任評審委員。 

學生諮商中

心 
3月-12月 

軟實力培訓課程及性別平

等活動 

公告三校同學自由報名參加/

線上報名 

學生諮商中

心 
3月-11月 諮商輔導老師督導課程 三校諮商輔導老師自由報名 

學生諮商中

心 
4-10月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三校導師 

 

三、總務組 

行政業務實質交流，相互吸收經驗 

四、研究發展組 

（一）2011 年邀請臺北科大及臺北醫大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優良之教師到校分享經

驗，受益良多。臺北大學之產學合作亦於 2011年首度完成第 1件技術授權案，

這一件授權案的成功代表著臺北大學產學合作之推動，將進入另一個階段。

2012年將學習各校活化行銷教師之研究成果，鼓勵教師參與授權或申請專利。 

（二）產學活動延續 2011年之產學專題講座模式，配合臺北大學發展及業務推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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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邀請臺北科大或臺北醫大相關教師分享有關技術移轉或專利申請之經驗，

建構三方教師知能交流之平臺，也讓臺北大學教師對於專利申請及技轉得有進

一步的認識及瞭解，進而願意主動將研究成果交由學校進行推廣加值，擴大產

學合作之領域。 

（三）研究媒合：結合三校相關領域教師之專長，由臺北大學主動媒合校內相關系所

教師與臺北科大及臺北醫大具有互補或加值效果之系所教師組織研究團隊，開

發特定研究議題，共同申請政府相關部會之產學合作計畫，激發教師積極參與

產學合作之風氣，達到三方互信互利之期望目標。 

五、國際事務組 

（一）三校聯合舉辦「國際學生聯誼晚會」。 

（二）三校聯合參加國際教育展。 

（三）三校共同參加教育者年會。 

（四）三校共同參加風浪板暑期研習營。 

六、圖書組 

（一）預計在三校合作開發教務系統內有完整學生及教職員基本資料，可透過 API程

式加密抓取該館讀者檔及加密回覆確認資料後(含休、退學、離校手續會辦其他

兩校)可規劃下列事項： 

1.三館讀者可持各校學生證、教職員證刷卡入館閱覽 

2.三館讀者可持各校學生證、教職員證到各館流通櫃臺借還書 

3.圖書館週三館圖書互借(互展) 

4.三館巡迴車或定期圖書物流服務 

（二）共通性中文類資料庫聯合議價。 

（三）館員培訓與交流，如資訊素養課程、圖書館專業課程等。 

（四）三校聯合推廣活動辦理，如書展、海報展等。 

（五）三校合作開發圖書館管理互通系統，並聯合發行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專用之

APP及導入 Google搜尋技術(語音、條碼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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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訊組 

（一）持續配合校務發展建立跨校資訊系統 

1.必要時配合教務、學務的管理需求，包含學籍、課程、成績…等需求，提供

嚴謹的系統設計，進行跨校資料庫資料交換。 

2.配合教務、學務政策確認，評估資料交換介面或資料庫串接可行方案。 

（二）持續配合跨校選課系統整合 

1.整合三校不同之選課系統，提供單一跨校選課系統，並配合跨校資料交換，

達到系統整合之目標。 

2.配合教務處政策確認，與各校討論選課系統整合項目，評估規劃出選課系統

可行方案。 

（三）跨校共同網站維護 

網站持續進行資料更新維護，配合臺北聯合大學校務發展更新充實網站內

容。 

肆、 結語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正式設立後，在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國際事務、資訊、圖

書等面向均展開合作交流。惟 2011年受到人力、預算之限制以及諸多環境因素影響，

相較於 2008年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國立陽明大學組成、

已有一定基礎的「臺灣聯合大學系統」，以及 2011 年 4 月由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正

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組成的「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還有尚在籌備中由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組成

的「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尚有許多需要投注資源、積極合作、強

化交流的待辦興革事務。 

未來期盼三校以長期合作建立的默契與共識，在行政、教學、研究資源進一步整

合，同時擴增系統內部整體能量，以追求三校學術的卓越發展，使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得以躍居國內一流聯合大學系統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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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26 三校聯合與美國印地安那普渡大學韋恩堡分校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2011/5/26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首次系統委員會議全體出席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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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4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第 2次系統委員會議 

2012/1/4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第 2次系統委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