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沿革與簡史
民國 81 年 11 月 7 日金門解除戰地政務開放觀光，各項建設突飛猛進，為提升金
門地區文化教育水平，並配合國家政經建設，以帶動地區繁榮進步，金門縣政府、各級
民意代表及地方賢達於透過各種管道下，向中央各有關單位建言，期盼政府能於金門地
區設置大專院校。
民國 84 年 7 月 3 日，於地方人士不斷爭取與努力下，教育部前技職司司長吳清基博
士偕同本校創辦校長黃廣志博士及相關單位主管蒞臨金門考察與座談，研商金門設置二
年制專科學校之可行性，經研討決議後，由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於金門規劃籌設分部。
民國 86 年 6 月 27 日，教育部核定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金門分部自 86 年 7 月 1 日
起正式成立，並於 86 學年度招收食品科學科、營建管理科、工商管理科、觀光管理科等
新生共 140 名。同年 8 月 2 日，教育部前部長吳京院士親蒞金門主持掛牌揭幕典禮，9
月 1 日首屆新生開學，校長黃廣志博士親臨主持開學典禮。其後 6 年，分部辦學績效備
受肯定。
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本校奉准獨立設校，前行政院院長游錫堃、教育部部長黃榮村
親臨宣布金門分部自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起獨立為「國立金門技術學院」並主持揭牌典禮，
首任校長李金振博士佈達典禮，自此，本校步入全新里程碑。金門技術學院創設，為地
區觀光旅遊事業發展與工商建設培養各項專業技術人才，並配合金門地區產業特色、戰
地文化、閩南文化及自然生態等從事各項有助金門地區產業競爭力之研究計畫，此外，
並提供各界在職人員進修機會，發展建教合作與產官學合作計畫，協助地區企業品質提
升與技術諮詢輔導，另者，推展僑教，吸引鄉僑第二、三代返鄉就學，及配合國家政策，
拓展境外專班，使僑生有進修及尋根之機會。本校無論於教學、研究、輔導服務、推展
僑教等各方面，其努力與特色發展成效均為良好。
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本校奉教育部同意申請改名為國立金門大學，由原隸屬技術及職
業教育系統，長達 13 年「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金門分部」與「國立金門技術學院」之
辦校努力下，同意改制隸屬為一般高等教育體系，改名為「國立金門大學」
。同時學校的
學制從民國 86 年的二專而二技、四技，變更成為一般綜合大學，校務發展於焉邁入新紀
元。

二、科系院所發展歷程與演變
(一)分部專科發展階段
民國 86 年奉教育部核准設立「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金門分部」，設有日間部食
品工程、營建管理、工商管理及觀光事業等 4 個科（二年制專科）。
(二)分部二技發展階段
民國 89 年改名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金門分部」，同年增加二技進修部企業
管理系及觀光管理系(本校首設二技學士學位科系)與日間部資訊管理科（二年制專
科）。民國 90 年增設財務金融科（二年制專科）。
(三)分部四技發展階段
民國 91 年增設四技應用外語、運動管理等二系(本校首設四技學士學位科系)及新
增二技進修部資訊管理系。
(四)獨立設校發展階段
民國 92 年獨立設校為「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後，同年合併工商管理科與財務金融
科改制為四技企業管理系，並新增設四技電子工程系。
民國 93 年二專日間部食品工程、營建管理、觀光事業及資訊管理等 4 科改制為四
技日間部 4 系，四技進修部設立企業管理系及運動管理系。
民國 94 年四技日間部增設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系。
(五)研究所增設發展階段
民國 95 年增設閩南文化研究所（本校首設研究所）及四技日間部增設國際事務系。
民國 96 年增設中國大陸研究所及電資研究所，四技日間部增設應用科技學位學程
中心，另原資訊管理系更名為資訊工程系，原運動管理系更名為運動與休閒系，原建
築與文化資產保存系更名為建築系。
民國 97 年增設防災與永續研究所及島嶼休閒資源發展研究所，日間部四技食品科
學系與建築系更分別增設馬祖分班，進修推廣部四技亦增設電子與資訊系。
民國 98 年四技進修部增設觀光管理系。
(六)改制大學發展階段
民國 99 年本校改名為「國立金門大學」，即以當時現有之人文與社會學群、休閒
與管理學群及理工學群為基礎，轉型為人文社會學院、休閒管理學院及理工學院，並

增設海洋事務研究所，共計有 3 個學院、10 個學系及 6 個研究所。
民國 100 年新增建築學系碩士班與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原申設島嶼生物資源
利用研究所整併為食品科學系碩士班，原觀光管理學系與島嶼休閒資源發展研究所整
併為觀光管理學系（含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原電子工程學系與電資研究所
整併為電子工程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原應用外語學系更名為應用英語學系，原
國際事務學系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整併更名為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含學士班、進修學
士班、碩士班）
，原營建工程學系與防災與永續研究所整併更名為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含學士班、碩士班），碩班或研究所規模由改大初期 6 個成長到 9 個。
民國 101 年本校學院調整規劃，原人文社會學院奉准調整為社會科學院及人文藝
術學院；原休閒管理學院更名為管理學院，電子與資訊學系與資訊工程學系整併為資
訊工程學系（含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另增設華語文學系、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及工
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學系之規模由改大時之 10 個學系成長為 13 個學系。
(七)學院擴增發展階段
民國 102 年獲准增設健康護理學院，其下設有護理學系、社會工作學系及長期照
護學系，另人文藝術學院增設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學系之規模由 13 個學系增加到
17 個學系，另新增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及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工程科技碩士在職
專班、進修部電子工程學系一班。
民國 103 年增設創新事業與島嶼經營碩士班。
(八)院系所調整發展階段
民國 104 年人文藝術學院與社會科學院整併為人文社會學院，另增設智慧計算與
應用碩士班，進修部新增班次社會工作學系並停招電子工程學系，海洋與邊境管理學
系與海洋事務研究所整併為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民國 105 年原企業管理學系與創新事業與島嶼經營碩士班整併為企業管理學系
（含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至 105 學年度組織精簡與重整後，計有理工學院、管理學院、健康護理學院，以及
人文社會共 4 個學院，包括 17 個學系(含進修部)、1 個獨立所、11 個碩士班、2 個碩士
在職專班。本校目前亦積極著手擴大學術研究領域縱深，推動規劃設立第 1 個校內院屬
博士班，期未來能順利設申成立，本校學院系所發展歷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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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願景：
傳承閩南文風、打造現代書院，發揮地理優勢、建構兩岸學術交流重鎮，強調創新、關
懷社會，發展島嶼經營典範之精緻型特色大學。

四、計畫總目標
本計畫總目標分四大構面，分述如下：
一、教研質量均衡發展
整體規劃學院及系所均衡發展，學生招生質量並重，逐步增設碩士及博士學程，提
升研究生比例、完善規劃實務與學術課程，妥適配置軟體與硬體教育資源、著重學
生學習導向，推動優良研究教學型大學。
二、強化推動地方關懷
支持地區產業發展，賡續推動金門產學合作，強化研究金門特色，致力創新研發，
配合地區經濟建設發展，提供社會服務與各專業領域協助。
三、兩岸橋樑搭建延展
建構兩岸學術交流重點窗口、推動整合兩岸學術成果，發揮兩岸教育與學術合作優
勢，擴大招收陸生，提供兩岸教育便捷管道。
四、擴大世界接軌縱深
承續金門既有文化、戰地史蹟、僑鄉故事等研究任務，推動跨域閩南文化與僑鄉文
化研究，成就亞洲華人學術交流平台；利用僑鄉特殊優勢，擴大提供僑生受教機會，
整合台、陸、港、澳、南洋等兩岸五地學術特色，發揮整合效應之學術優勢；擴大
國際學生交換機會，推動雙聯學制發展，加強國際參與縱深及提升國際視野。

五、系所規模與發展
本校現有 17 個系、12 個碩士班、5 個進修部學士班及 2 個碩士在職專班，分屬於
人文社會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及健康護理學院等四個學院。
整體策略目標在規劃學院及系所均衡發展，學生招生質量並重，逐步增設碩士及

博士學程，提升研究生比例、完善規劃實務與學術課程，妥適配置軟體與硬體教育資
源、著重學生學習導向，推動優良研究教學型綜合大學。本校系所規模與發展分年規
劃如下：
(一)105 學年度，企業管理學系與管理學院創新事業與島嶼經營碩士班系所合併，整
併後之企業管理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進修學士班等班別。資訊工程學系進修
部學士班辦理停招，進修部學士班維持 5 個招生學系。
(二)106 學年度，致力於規劃應用英語學系與人文社會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合併，
整併後之應用英語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三)107 學年度，規劃申請成立本校院屬博士班。閩南文化研究所規劃改由人文社會
學院經營，調整為「人文社會學院閩南文化碩士班」
，系所規模維持精緻型且具有
特色。另賡續學系間調整，於有限之招生規模下，各系維持符合規定的師資。同
時規劃調整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歸屬至理工學院，以符合其學系屬性及類型。
(四)108 學年度，亦持續進行規劃學系間調整。至 109 學年度以後，全校學系規模與
發展趨於平穩，並將視少子化影響程度調整國內招生人數，積極增加陸生、僑生
與國際生吸納，使學生人數維持穩定水準。
本校設校改制歷程及學制未來發展圖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