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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教學應用及管理計畫 

「連結教學，UCAN 好好用」 

108年 UCAN 應用交流研習會 

 

一、 辦理目的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為落實高教深耕計畫方向，協

助大學進行教學創新，積極促進各校結合平臺資源應用於輔導、教務及校務研究，

引導各校串接 UCAN 診斷數據與校務資料進行學習成效分析，以證據為基礎，

推動以學生能力為本位的課程規劃，進而審視教學，回饋招生、系所發展、課程

規劃及資源配置。爰此，本研習會將透過案例學校實務經驗的交流與分享，提供

各校應用參考，擴大 UCAN平臺在各校推動成效。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 

執行單位：工研院 UCAN計畫辦公室 

 

三、 參加對象 

(一) 各大專校院負責 UCAN推動業務之總管理者及相關教務、校務研究及學

務單位主管。 

(二) 各大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及各院系所課程發展相關單位

主管。 

(三) 各大專校院系所主任或老師。 

(四) 本研習因名額有限，每校以 4名為原則，以符合報名資格者先後順序錄

取，請以收到 UCAN辦公室之通知信為確認報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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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習場次 

  ※請擇一場次報名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北區 108/9/2(一) 13:30~17:00 
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感恩廳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號 2 樓(億光大樓) 

中區 108/9/5(四) 13:30~17:00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 台中教育中心 319室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號 3樓 

南區 108/9/6(五) 13:30~17:00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ICCK) 403A 會議室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4樓 

 

五、 議程內容 

 北區 108/9/2(一)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開幕致詞 教育部 

13:40~14:00 UCAN計畫業務推動報告 UCAN計畫辦公室 

14:00~14:40 
【應用分享一】 

職能導向課程規劃與案例分享 
張碩毅／中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14:40~15:20 

【應用分享二】 

應用 UCAN職能建構適性、

跨域、自主學習路徑 

謝明哲／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館長 

15:20~15:30 茶敘交流 

15:30~16:10 

【應用分享三】 

利用 UCAN 共通職能分析應

用於學生軟實力的學習成效 

王志傑／東吳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

發展長 

16:10~16:50 

【應用分享四】 

關鍵行為指標與評量素材庫發

展及應用規劃 - 以數位能力

構面為例 

邱惠瑄／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職涯諮詢暨發展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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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7:00 綜合座談 全體講者 

17:00~ 賦歸 

 

 中區 108/9/5 (四)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開幕致詞 教育部 

13:40~14:00 UCAN計畫業務推動報告 UCAN計畫辦公室 

14:00~14:40 

【應用分享一】 

發展醫學院校「健康問題之社會

決定因素(SDH)」職能模組初探 

林妍如／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

及社會醫學科教授 

14:40~15:20 
【應用分享二】 

融入 UCAN專業職能的教學實踐 

廖慶榮／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副教授 

15:20~15:30 茶敘交流 

15:30~16:10 

【應用分享三】 

運用 UCAN平台及課程地圖進行

教學品保 

陳見生／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資

訊管理系教授兼網路與

資訊中心主任兼校務研

究中心召集人 

16:10~16:50 

【應用分享四】 

應用 UCAN專業職能在數位製造

專題之課程規劃與執行實踐 

戴國政／逢甲大學精密系統設

計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16:50~17:00 綜合座談 全體講者 

17:00~ 賦歸 

 

 

 南區 108/9/6 (五)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開幕致詞 教育部 

13:40~14:00 UCAN計畫業務推動報告 UCAN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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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40 

【應用分享一】 

發展醫學院校「健康問題之社會

決定因素(SDH)」職能模組初探 

林妍如／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

及社會醫學科教授 

14:40~15:20 
【應用分享二】 

畢業生職業與職業興趣之分析 

白滌清／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副教授 

15:20~15:30 茶敘交流 

15:30~16:10 
【應用分享三】 

融入 UCAN專業職能的教學實踐 

廖慶榮／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副教授 

16:10~16:50 

【應用分享四】 

蘇武如何留住羊? UCAN職業興趣

探索及共通職能診斷資料之應用 

周永平／聯合大學校務研究室

主任 

16:50~17:00 綜合座談 全體講者 

17:00~ 賦歸 

 

六、 報名方式 

(一) 本次活動一律採用線上報名，網址如下： 

https://forms.gle/FnWWtgoFDVbjhxkB8，每校以 4名為原則。 

(二)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8月 23日(五)中午 12：00截止。 

(三) 本研習因名額有限，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收到 UCAN辦公室之通知

信方確認報名成功（將於 8月 27日(二)統一寄發）；為免影響他人權

益，如因故不克出席，請於 8月 30日(五)前來電告知，以利備取者依

序遞補。 

(四) 凡全程參加研習者，將於會後核發 4小時研習證書，恕不補發亦不能

代領。 

七、 備註 

(一) 請與會者於會前至「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預先瞭解平台功

能及內容，網址 https://ucan.moe.edu.tw/。 

(二) 各區研習會舉辦之位置地圖與交通方式請參閱後附說明。 

(三) 有關研習活動及報名事宜請洽 UCAN計畫辦公室： 

https://forms.gle/FnWWtgoFDVbjhxk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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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2) 2701-6565分機 343、347 

傳真電話：(02) 2701-3222 

E-mail: ucan@itri.org.tw 

  

mailto:ucan@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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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各場次活動地點位置圖及交通資訊 

【北區】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感恩廳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號 2樓(億光大樓) 

公車站資訊：正義郵局站(步行約 2 分鐘) 

 路線：1813支線、1815、212、232副、232正、262(含區間車)、299、605、919、忠孝

新幹線 

捷運站資訊：忠孝復興站 1 號出口(步行約 6 分鐘) 

 板南/文湖線→忠孝復興站（1號出口）、忠孝新生站（4號出口） 

 

 億光地下停車場：每小時 40元/半天收 180元(電梯直達會議中心)，建國南路一段(往建

國北方向)，過忠孝東路三段即可於右側看見停車場入口 

 仁愛地下停車場：每小時 40元/平日：全天收 200元、假日：全天收 300元(走路約 5分

鐘可抵達會議中心)，建國南路一段 222號 



 
                                  108年 UCAN 應用交流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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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中國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 臺中教育中心 319室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號 3樓 (Rich 19大樓) 

 

高鐵資訊： 

 搭乘高鐵至台中站，轉乘高鐵快捷專車─往【中科管理局】路線，於【朝馬站】下車即

可抵達。(因高鐵提供之免費接駁專車時有更動，請另行向高鐵公司查詢時刻表) 

客運公司資訊： 

 搭乘國光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統聯客運者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請勿於中港轉運站下車) 

 搭乘新竹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和欣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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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阿囉哈客運前來者，請於【台中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公車站資訊： 

請自備悠遊卡搭乘台中市公車，享有 10公里免費搭乘優惠，歡迎多加利用。 (優惠辦法依

台中市政府公告為準) 

 由海線地區前來者，搭乘往台中火車站方向之公車，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由台中火車站前來者，搭乘往台中榮總方向之公車，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優化公車前來者，於【秋紅谷】下車即可抵達。公車號碼 300~308 均為優化公車，

計 9條路線，均可抵達本校。(註：優化公車乃指行駛於台灣大道路段之公車專用道) 

※優化公車路線導引 (詳細路線請參照台中市交通局所提供之訊息)： 

    300：往返於台中火車站與靜宜大學 

    301：往返於靜宜大學與新民高中 

    302：往返於台中航空站與台中公園 

    303：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4：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5：往返於大甲、鹿寮與台中火車站 

    306：往返於清水、梧棲、台中火車站 

    307：往返於梧棲觀光漁港與新民高中 

    308：往返於關連工業區與新民高中 

汽車資訊： 

 國道一號：於中港交流道下出口匝道，往台中市方向前進，沿台灣大道直行，至河南路

迴轉即可抵達。 

 台 74號快速道路(或稱中彰快速道路，或稱台 74號環線)： 

1.由國道三號霧峰段連接 74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三】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西屯

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朝馬路)均可抵達。 

2.由國道三號快官交流道連接 74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一】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市

政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青海路)均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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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樓附設地下停車場(B2)，每小時收費 40 元。B2停車場請搭 A 棟電梯至本部 3樓，

如遇電梯無法直達 3 樓(B棟電梯無法直達 3 樓)，請至 1樓轉乘 A 棟電梯至 3樓。 

 上安路、至善路、黎明路沿線之公有停車格，每小時收費 20元。 

 周邊之公民營停車場，請詳見地圖。 

機車停車場： 

 本大樓旁之光明陸橋下，提供公有免費之機車格。 

 本大樓沒有附設機車停車場。若您自行將機車停往大樓機車月租停車場，大樓管理中心

將會通報拖吊，敬請您留意。 

 本路段為交通樞紐地帶，人行道與紅線處均無法停車。台中市政府採嚴格取締機車違規

停放，建議您將機車停往合法之停車格，以避免遭拖吊受罰。 

 

註：本大樓人員進出管制： 

 來賓、學員請使用 A 棟電梯直達 3樓(進入大廳之右側電梯)，B棟電梯未開放。 

 如您停車於本大樓 B2 停車場，亦請利用 A棟電梯直達 3樓，或至 1樓轉乘 A棟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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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高雄國際會議中心(ICCK) 403A會議室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4樓 

 

 

 

 

 

 

 

 

 

 

 

 

 

 

 

 

高鐵資訊： 

 搭乘高鐵至左營站→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鹽埕埔站 02號出口→步行約 3至 5

分鐘即可抵達 

火車資訊： 

 搭乘火車至高雄火車站→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鹽埕埔站 02號出口→步行約 3

至 5分鐘即可抵達 

捷運資訊： 

 橘線鹽埕埔站 02號出口→步行約 3至 5分鐘即可抵達 

市區公車資訊： 

 歷史博物館 0南(單邊停靠)、0北(單邊停靠)、11、25、33、56、60、76、77、82、建國

幹線、91、214、219、248 

停車資訊： 

 提供地下三層收費停車服務(共約 450個停車位)，提供會展參觀者及洽公人員便利的停

車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