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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教
學
面 

12.37% 

充實師

資陣

容，鼓勵

教師升

等，改善

師資結

構 

本校為充實師資陣容，97 至 99學年度合計新聘 43位專任教師，其中

有 16位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薪資使用本計畫經費，至 99學年度

本校日間學制生師比為 23.35、全校生師比為 26.39，較 98學年度之

23.95及 27.57已逐年降低。 

本校為鼓勵教師研究升等，強化師資結構，訂有新進助理教授減授鐘

點、教師升等免授課、學術諮詢與輔導服務等完整配套措施，98至

99學年度累計升等通過人數（含以學位升等）共 29人，其中升等教

授 8人、升等副教授 17 人、升等助理教授 4人。 

學年

度 

升等教

授人數 

升等副教

授人數 

升等助

理教授

人數 

合

計 

98 4 7 1 12 

99 4 10 3 17 

合計 8 17 4 29 
 

16.88% 

增購系

所專

業、實習

設備，提

升教學

品質與

增進學

生實作

訓練 

本校向以理論與實務並重為目標，每年均運用本計畫經費，購置師生

教學研究及實作課程需要之軟硬體設備與學習資源或辦理相關活

動，使學生經過相關專業實作訓練後，進入職場工作時，得以快速適

應。99年度執行之項目列舉如下： 

1. 提升新聞傳播學院系所專業設備質與量，包括建置教學資源共享機

制計畫、更新攝影棚、更新新聞廣播電視器材、增購聲音及影像轉

檔設備及專業電影攝製設備、改善數位出版專業設備等，以及提供

各項設備所需相關器材及耗材，如攝影棚專業燈光燈泡、攝影機遮

光眼罩等，定影液、慢乾溶劑等，各系除實作課程教學外，均舉辦

成果展或畢業展，提供學生展示創意作品，並鼓勵學生參加國內外

競賽、影展等，表現優異。 

2. 資訊管理學系實務演練課程是教學重點之一，配合學生畢業專題製

作、遊戲實驗室等需要，每年均購置最新穎之筆電、手機、遊戲軟

體、腦波儀等相關設備和器材，提供學生專題製作開發、測試，支

援學生參與大型競賽，屢獲佳績。 

3. 各系推動提升專業核心能力，購置或租用專業軟體、資料庫系統及

辦理相關活動，如觀光學系租用 ABACUS系統軟體，提供學生「航

空票務管理」等模擬職場訓練，法律學系之實習法庭演出及 Jessup

國際法庭辯論賽，透過實際演練使學生體驗訴訟相關程序之進行。 

4. 中國文學系每年舉辦「世新舍我文學獎」徵文活動，素來為本校文

學盛事，獲獎作品展示於山洞口卓越光廊，提供全校師欣賞外，更

激發學生創作靈感，不僅發掘許多優秀文學創作人才，並能藉由參

加此類文學競賽之經驗，不斷琢練文筆，使學生作品水平普遍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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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此外，學生運用所提供之軟硬體設備，完成各類作品，參加校外競賽

成果豐碩，所獲得之重要獎項舉例如下： 

1.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碩士班及大學部學生作品屢獲國內外大獎，

如：畢業生黃丹琪、高子皓等人以畢業製作《未遂》，獲得第 32

屆(99 年 3 月)金穗獎學生作品類「優等學生作品獎」以及「最佳

攝影」。碩士班學生吳昱錡以作品《新年快樂》，獲得「優等學生

作品獎」。碩士生徐漢強所執導的《匿名遊戲》獲得第 15 屆香港

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大獎。第 17屆台北電影節入圍最佳短片有《下

落村的來電》、《小情小愛》、《焉知水粉》、《庭院》、《記得打給她》，

其中《下落村的來電》榮獲最佳短片獎；第 8屆金聲獎 17 件作品

入圍，分別獲得藝術文化節目獎《台北塗鴉 Graffiti》、社會關懷

節目獎《更新人生》、教育電台形象廣告獎《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陪伴你走過每一段人生旅程》。 

2.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學生彭素芬廣播作品《不信客聲喚不回(客不容

緩系列報導)》，榮獲「第五屆客家新聞獎」學生組影音媒體類「新

聞採訪報導獎」第一名，新聞學系學生許儷齡獲得第二名。 

3.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與資訊管理學系代表隊參加 2010年中華電信

應用大賽，分別榮獲「整合行銷組」冠軍及「花博應用組」亞軍，

得獎率居全國大專校院之冠。 

4.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於「2010張君雅小妹妹創意大搜羅-全國大專

學生及社會人士廣告腳本及影片製作競賽」獲得第三名與最佳人

氣獎；「2010年校園創意策略提案競賽」入圍前 15名並獲佳作；「第

19屆時報廣告金犢獎行銷企劃類」獲初審優等及決賽佳作；「2010

年第四屆校園公關提案競賽」獲佳作、協辦企業獎及第一名。 

5. 口語傳播學系種子講員團隊於「第 37屆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國語演

講比賽」獲得優勝；「2010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賽臺灣區選拔賽」

獲得第一名，並代表臺灣區赴福州參與「2010 海峽兩岸大學生辯

論賽」獲得團體獎第二名，「2010年兩岸四地大學生辯論比賽」榮

獲亞軍；2010時報金犢獎電視廣告類獲得佳作；「第二屆北社盃青

年辯論比賽」獲得亞軍；「99年度全國大專盃租稅辯論比賽」獲得

團體獎季軍。 

6. 資訊傳播學系學生葉惠文與財務金融學系畢業生黃怡舜，榮獲「電

子商務行銷創意競賽」冠軍。 

7. 傳播管理學系碩士生張立蓁獲「2010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人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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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8. 企業管理學系王美雅助理教授指導王子健、吳雨恩二位學生參加

龍華科技大學 2009校際盃創新與創意競賽，成品「旋轉方塊祺」

獲第二名，並於 99 年 3 月 19 日通過經濟部智慧財產權局「新型

專利申請」。 

9. 行政管理學系大學部學生參與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第一屆下世代

領袖研習營」，榮獲第三名；碩士班學生參加電子治理研究中心舉

辦「電子治理種子培育營全民Ｅ起來」競賽，榮獲第二名。 

10.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林家齊同學等 8 人畢業創作遊戲作品

【Regenerator】榮獲多項遊戲大賽肯定，如：2008 年李國鼎（K.T）

科技與人文藝術創意競賽金獎、2008年 4C數位創作競賽大會金獎

及智冠贊助獎、2008 數位優勢競賽學會獎、中國學院獎首屆遊戲

設計大賽一等獎等。 

11. 觀光學系 98 學年度學生陳家琪獲得青輔會推薦前往「香港國際

旅展」、吳仲宇參與馬來西亞國際旅展，進行台灣觀光推展宣傳。 

12. 日本語文學系瞿琦同學獲救國團錄取「2010 年中華民國大學生代

表第 32屆訪日研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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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5% 

充實圖

書資

訊、教學

資源，擴

充校園

資訊設

備 

，提供優

質學習

環境 

本校使用本計畫經費以充實圖書、資訊及教學資源之成效與特色如

下： 

1. 增購中、西、日文圖書、典藏性期刊及視聽資料等館藏，並且優

先購買教師選定的指定參考書，提供教學所需圖書，至 99年底現

有館藏如下： 

中文圖書 354,868冊、外文圖書 101,798冊、電子書 2,241冊、

中西文期刊 5,083種、電子期刊 48,452種、線上資料庫及其他類

型資料庫共 295種，以及微縮影片、視聽資料、地圖資料等共

53,932件。每年平均進館人次近 40萬人次，館藏借閱量 13餘萬

冊次。 

2. 訂購各類資料庫，提供教學研究使用，且為提升服務品質，可應

用瀏覽器自動組態的設定，不限於校內 IP範圍，隨時隨地都可以

使用本校資料庫，統計使用人次 20萬人次以上。 

3. 本校與文山區聯盟、北區聯盟、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以及香港大

學、南京大學圖書館等，共 56所合作館簽有互惠合作關係，擴大

館際合作數量，延伸圖書資源，本校外借館際借書冊數合計 2,250

冊，提供館際申請複印篇數 2,190篇。 

4. 世界華文文學資料庫是本校圖書館特色之一，本年度汰舊換新世

界華文文學資料庫伺服器，考量撙節未來設備維護及採購費用，

將作業平台移轉為 Linux 平台，同時將世界華文文學資料庫系統

核心程式改寫為符合 Linux作業平台的程式。 

5. 在擴充校園資訊設備方面，建置「世新山洞客系統」，提供師生個

人化網頁入口，擴大學生 e-portfolio之功能，並且透過電腦教

室管理系統建置無碟系統環境，可快速部署軟體，提供學生最新

的作業環境。 

6. 本校在各大樓特設置「自由上網區」，備有電腦相關設備，提供學

生課餘時間利用，可上網蒐集資料，撰寫報告、作業等，使用率

極高。期汰換自由上網區之電腦主機，提供新型作業系統（Windows 

7），以配合學生作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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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

重大

突破

/特

色面
1 

1.50% 

推動學生

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

作，落實

關懷教育

目標 

本校每年獎勵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均依規定提撥總經費之 1.5%，用於推

動學生輔導相關工作。此項經費均使用於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器

材、聘請校外專家擔任社團指導老師等，協助社團成長，且成效良好。

99年度合唱團與國樂社獲全國音樂比賽獎，熱舞社參加全國舞蹈比賽

獲獎。社服團與合唱團獲全國大專社團評鑑優等獎。 

6.84% 

鼓勵教師

研究，提

升學術研

究水準 

本校為提升研究能量，訂有多項獎勵補助辦法，99年度執行之重點成

果如下： 

1. 本校為鼓勵教師研究，訂有完整的獎勵和培力措施，例如新進助

理教授得減授鐘點 3 小時，鼓勵教師升等得免授課一學期，補助

講師申請研究指導等，以協助教師研究升等，實施以來獲得老師

之肯定，99年度即有 4位升等通過的教師，均曾獲得免授課的協

助。 

2. 本校運用本計畫經費，提供教師各項獎勵及補助，鼓勵教師研究

與推動產學合作，在執行國科會及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總件數與

經費，均逐年成長。97年度全校獲國科會與產學合作計畫件數總

計 120件，至 99年度時總計畫件數為 135件，成長幅度達 12.5%，

計畫補助經費也從 97 年度的 91,038,449元，成長為 110,369,699

元，計畫經費成長幅度亦達 21.23%。 

3. 此外，學校補助未獲國科會計畫之教師，進行學術研究專案計畫，

協助教師持續研究工作，提升教師研究能量。並鼓勵教師成立研

究團隊，申請整合型計畫，從事跨領域之研究，除了給予研擬計

晝之經費補助外，對於創新的研究主題，經審查通過者補助其執

行整合型計畫，98學年度即補助由財金系郭敏華副教授主持的「以

行為理論與社交網絡觀點，探討社交媒體網站之發展與應用」整

合型計畫，研究團隊包括傳管系、資傳系、資管系和財金系之教

師，屬跨新聞傳播和管理兩學院的整合研究。 

 

4. 教師校外獲獎情形： 

(1) 中國文學系曾永義講座教授 97年榮獲教育部第 52屆學術獎，

98年獲教育部第 13屆國家講座主持人。99年 4月並獲提名為

第 28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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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管理學系杒文苓副教授 99年 7月獲國科會頒發吳大猷奬。 

(3) 法律學系廖義男客座教授獲國科會 98學年度傑出學者研究計

畫。 

(4)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齊隆壬副教授創作短片作品《電影-迴錄》

(Cine-Reminiscence)獲得紐約 2010第三屆巴別橡線上影展-

非敘述競賽類(the 2010 3rd Babelgum  Online Film 

Festival-Non Narrative Section) 評審團亞軍(the 

Runner-up Jury Award)。該影片為唯一得獎之亞洲影片。 

4.01% 

提升本校

在社會發

展、行政

管理及中

國文學領

域之學術

影響力 

本校為突出重點研究，設有重點學門設置辦法，自 93學年度設置以

來，行政管理學系、社會發展研究所及中國文學系，已獲有良好的成

效，99學年度起增設新聞傳播學院，以強化本校傳播優勢。各學門成

果簡述如下： 

1. 新聞傳播學院為提升學術領域及產業範疇之競爭力，近二年積極

推動「傳播匯流與創新」之相關研究，99年度通過設置為本校重

點學門，進行「傳播匯流與創新：數位匯流下之文本產製訊息互

動以及使用行為」之研究，樹立研究特色，保持傳播領域之領先

地位。 

2. 行政管理學系透過邀請國際講座、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交流、進

行民主行政整合型計畫等，在「行政生態與行為比較研究」、「廉

政與反貪腐比較研究」等議題之研究成果亮眼。 

3. 社會發展研究所以「社會發展、傳播與文化」重點學門計畫，舉

辦國內外相關組織工作坊及勞工議題研討會、座談會，赴國外學

術研究參訪及邀請國際學者演講，探討移民與移工、勞工、農民

等議題，並出版勞工年鑑，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 

4. 中國文學系在曾永義講座教授等多位具高度學術聲望之教授帶領

下，以韻文學和戲曲研究為優勢，並鑽研古籍整理，以《補標史

記評林》為底本，彙整古今評論史記之重要著作，合編成《史記

舊評彙編》，俾研讀史記能有所憑藉。 

3.35% 
強化校園

環境衛生

「完善校園環安衛」為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策略之一，除配合政府

相關政策爭取經費補助外，本校每年均編列相當之經費推動環安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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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成

效 

作，相關工作例舉如下： 

1. 節能環保方面： 

(1) 99學年度推動「ISO 14001：2004環境管理系統」及「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並均取得認證。尤其溫室氣體盤查結果，本

校 99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較 98年降低 6.5%，顯見本校於節能

減碳上的努力，成果豐碩。 

(2) 98至 99學年度於各教學空間加裝節能風扇共計 480台，及節

能燈具共 4,428 組，不僅提供舒適及明亮的教學環境，並且達

到節約能源的功效。 

(3) 在原有中央空調納入節能系統調控後，98 學年度擴充「分離式

冷氣」調控，依上班、上課及氣候、溫度進行冷氣調控，99

學年度再將「箱型冷氣」納入，減少非必要耗能。 

(4) 為響應節能減碳，本校實施各項節能措施，在用電方面：98

年較 97年節約 900,240 度用電，99年又較 98年節約 553,600

度用電，累計減少比例達 13.17％，在用水方面：98年較 97

年節約 161,758 度用水，99年又較 98年節約 129,317度用水，

累計減少比例達 34.52％。 

2. 水保及建築物結構安全方面： 

本校校園四周環山，需加強環境保持工作，99 學年度根據 97及 98

學年度監測結果，進行木柵及深坑校區的水土保持補強工程，並設

有監測系統，進行長期監測。98學年度圖書館進行結構安全鑑定，

並於 99學年度依據結構鑑定結果，進行結構安全補強工程。 

3. 校園安全方面： 

(1) 98學年度建置完成緊急求救系統，並於全校主次要校園空間、

較少人跡處、廁所、廊道、停車場、宿舍及其浴廁等，全面設

置緊急求救鈴壓扣共計 850處及緊急求救電話 34處，以確保

校區師生及財產安全。此外，為強化校園安全系統，亦整合緊

急求救系統與學校保全系統、監視系統及消防系統為校園安全

整合系統，使警報訊號同步傳至監控室及警衛室，以能迅速掌

握情況，儘速處理。 

 

(2) 98學年度為改善監控系統攝影清晰度，將操場四周之攝影機更

新為高解析度之數位攝影機；另外為維護學生宿舍安全，防止

外人入侵，裝設完成數台紅外線攝影機，於夜間啟動，形成虛

擬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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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總務處與性別平等教育中心於 98學年度舉辦「校園安全

總體檢」活動，邀請全校師生針對校園內外危險空間進行投

稿，從中選出安全性須提升的案件進行改善，99學年度並舉辦

「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報告改善情形。 

4. 其他： 

(1) 97-99年連續三年獲得台北市政府舉辦之公廁評比，學校類大

專組特優及優良公廁。 

(2) 97-99年連續三年獲得台北市政府「綠色採購標竿單位」。 

(3) 持續辦理校園環境清潔維護、病媒防治、增設各式無障礙設

施、性別友善廁所及集哺乳室，使校園環境兼顧安全、環保及

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