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年度私校獎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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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實圖
書資源 34.62% 

充實圖書資源，發展多
元特色館藏，因應學術
發展，各學門核心期刊
收藏完整回溯至第 1
期，藉由專業館藏支援
教師教學研究，提升學
生專業核心能力，展現
本校發展特色及教學卓
越之連結績效。 

1. 為鼓勵教師研究，以提升本校學術領域及產業範疇之
競爭力，配合學校特色發展，館藏採購以人文、社會
及傳播、資訊科技專業圖書及教學資源為主，特色館
藏包括性別研究、智慧財產權、世界華文文學、台灣
史、訊息設計、政治學與社運、廉政與治理等，與本
校特色具體連結。 

2. 本校收藏近 3 百種卷期完整之 SCCI 核心期刊，包括：
傳播、經濟、財經、法律、資訊管理、心理學、政治
學、行政管理、社會學及觀光等學門；訂購 Elsevier 、
SAGE、Wiley、Taylor＆Francis 等四大出版社 338 種
SSCI 核心期刊，共計 6 百餘種，各學門核心期刊可回
溯至第 1 期。 

3. 100 年度使用本計畫經費增購中、西、日文圖書、典藏
性期刊及視聽資料等館藏，100 年度採購中文圖書
8,916 冊，日文圖書 381 冊，西文圖書 2,120 冊，共計
圖書 11,417 冊，西文期刊 555 種及中日文期刊 352 種，
DVD325 套(5000 片)及 CD1 套(3 片)，訂購台經院產經
資料庫、E-ICP 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HyRead 台灣
全文資料庫、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資料庫、TOP5000
企業排名資料庫、公司治理資料庫、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Company Histories Vol.101~120 西文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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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Contemporary Theatre, Film and Television 
Vol.91~107 西文電子書、L&B 繁體中文電子書、
Digital-Tutors 資料庫、udn 數位閱讀電子書等電子資
源，提供教學研究使用。 

4. 在不斷地充實圖書館館藏質量的目標下，近三年每年
平均進館人次近 40 萬人次，平均館藏借閱量近 13 萬
餘冊，師生使用電子資料庫及整合式查詢系統，總計
20 萬人次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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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夥伴學校如台灣大學等 13 所學
校共享學術資源，師生可憑館際借書證，進入專區查
詢其他學校訂購的資料庫和電子期刊，充分促進全校
師生教學、研究、學習之發展。 

5. 為支援教師教學研究及學生學習，提供多元化、數位
化之資源與服務，圖書館提供自動化圖書借還、預約、
續借服務，以及雨傘借用、遊戲軟體借用、指定參考
書、期刊目次與文獻代印等服務。 

6. 此外，圖書館定期更新汰換資訊系統軟硬體設備，陸
續增加電子資料庫、博碩士論文系統、讀者公用電腦
網站控管檢索等備援伺服器及世界華文文學伺服器設
備，以滿足讀者資訊檢索使用需求。 

二、強化教
學資源 21.52% 增購系所專業、實習設

備，提升教學品質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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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習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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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生實作訓練。 使學生經過相關課程之實作訓練後，進入職場工作時，得
以快速適應。學生運用所提供之軟硬體設備，完成各類作
品或畢業作品，參加校外競賽成果豐碩。簡要說明如下：
(一) 本年度購置之重要教學設備： 
1. 教學資源組統籌規劃及管理副控室監聽系統、專業錄影

機、高畫質 3D 圖文多功能字幕系統、CYC 天幕燈組、
專業高畫質 3D 圖文多功能字幕軟體、專業影音剪輯工
作站、專業影音剪輯工作站、主動式監聽喇叭、專業監
聽喇叭、專業類比混音器、專業廣角鏡頭、專業攜帶型
LCD 監視器、數位錄音機、專業三腳架組、攝影用 LED
錄影燈等教學實習設備，提供各系所教學使用。 

2. 傳播管理學系增購 個人電腦、廣播系統、擴增 CB203
網路媒體平台實驗室網路佈線工程、cisco 交換器、網
路機櫃、WD 500GB 3.5 吋 SATA 企業級硬碟、Camtasia 
Studio 7.1 版，提供學生實習使用。 

3. 資訊管理學系更新電腦專業教室之個人電腦(含螢
幕)、廣播教學設備、個人電腦(不含螢幕)等，及配合學
生專題製作課程需要，新增感控開發平台、新增行動智
慧裝置、新增 AI 智慧裝置、新增嵌入式電腦控制發展
系統、新增腦機介面互動開發系統、新增通訊模組與感
測嵌入式設備、新增行動智慧裝置(非消耗品)等。 

4. 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充實攝影棚用閃光燈組、測光
錶、數位機背、腳架+雲台、外拍閃光燈用電池、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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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紙機、多功能精裝機、加黑機、A3 黑白雷射印表機，
強化實驗室設備。 

5.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增購 ALEXA 攝影機實用套組、
OCONNOR 2065D Fluid Head PKG(150mm)液壓雲台、
重高腳組合(含高重腳、高圓筒、中央支撐架)、SXS 記
憶卡讀卡機、ARRI / Fujinon Alura Zoom 18-80mm 
feet、專業影音剪輯軟體 Final Cut Studio，世新電台購
置自動播出系統主機、第一錄控室混音器工程，提供學
生實作需要。  

6. 財務金融學學系租用智慧型投資決策輔助系統「寶鑽操
盤家」、購置 EViews7.0 (100 人 server 版)、台灣股市即
時資料更新。觀光學系 租用 ABACUS 系統、
AutoCAD-2011 教育版軟體。 

(二) 學生獲得重要獎項： 
1. 傳播管理學系五位同學獲第一屆 9x9 雲端頻道策展大

賽觀摩組特別企劃獎。 
2.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學生榮獲「2011 電信創新應用大

賽」各項大獎：以「Hami 萬花筒，探索繽紛生活」獲
得整合行銷組(校園組)冠軍、「1288 行動小秘書」獲得
整合行銷組(校園組)季軍、「美食 KiDoWi 你就是米其
林」、「知影恁ㄟ牽掛」、「HiNet KOD 新世界」獲得整合
行銷組(校園組)優選；邱若語同學參加第六屆 GATSBY
學生廣告創作比賽，在日本、韓國、香港、台灣、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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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各國好手的競爭中，榮獲「獎勵賞」；畢籌小組在
第六屆廣告節「百年風華，花招百出」園遊會中勇奪「園
遊會大專組 第三名『聲勢王』」。 

3.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學友古永平等人之畢業作品《鐵馬》
榮獲北京電影學院「第十屆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展」亞洲
優秀學生作品獎；碩士班學友王威人以畢業作品《下落
村的來電》獲「國際競賽評審團特別獎」以及「台灣競
賽金獅獎」、碩士班學生胥昌皓以作品《雨》獲「台灣
競賽銅獅獎」。 

4. 新聞學系記者龍學員以「性別友善廁所，真的很友
善？」、「父抱子爬梯，身障生上課難」、「半工半讀被
打折，店家無視勞基法」參加 2011 第六屆TVBS大學新
聞獎分別在五個獎項摘下三項大獎、及udn唯一特別獎。

5. 資訊管理學系學生榮獲 App+ Call for Ideas 社群商務
App 創意徵選活動冠軍及指導老師特別獎、飆創意瘋台
北-2011 台北數位創作競賽金牌獎、第 16 屆大專校院資
訊服務創新競賽產業合作組第二名、第 16 屆大專校院
資訊服務創新競賽 「知識達人」Vitals/KM 實務應用組
第三名。 

6.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學生創作作品「色戰」入圍「第
11 屆新一代設計競賽數位媒體類」，創作小組亦受邀參
與新一代設計展記者會走秀活動，同一作品參加「第六
屆科技與人文科技藝術創意就賽」更榮獲數位遊戲組金

http://video.udn.com/video/Item/ItemPage.do?sno=324-233-2B3-2B3-2F3-2B4-233-2B333b323-2B334-2334
http://video.udn.com/video/Item/ItemPage.do?sno=324-233-2B3-2B3-2F3-2B4-233-2B333b323-2B334-2334
http://video.udn.com/video/Item/ItemPage.do?sno=324-233-2B3-2B3-2F3-2B4-233-2B333b323-2B334-2334
http://video.udn.com/video/Item/ItemPage.do?sno=324-233-2B3-2B3-2F3-2B4-233-2B333b323-2B334-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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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作品「Record」參加「2011 數位優勢競賽」榮獲數
位動畫組銀獎，另有 14 件作品入圍本屆數位優勢競
賽；作品「搖滾芙倫特」至上海參與「2011 大中華區
VR 盟主選拔賽」之準決賽，榮獲「PC 遊戲開發組」優
選獎；作品「ColorStains」參加「2011 4C 數位創作競
賽」榮獲行動內容應用組大會銅獎；作品「你微笑，我
就大笑」參與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舉辦之「2011 年全
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榮獲大專組佳作；作品「Rushing」
參與「ShiVa3D 手機遊戲設計競賽」榮獲優選。 

三、提升資
訊建設 

21.16% 
 

強化無線網路，發展雲
端服務 
 

1.在教學支援方面： 
本校已開發特有的雲端平台，提供老師與學生網路教
學、網路視訊、雲端儲存空間、文件知識庫檢索、雲端
電腦教室等功能，配合既有的教務與學務系統，與目前
高達 10Gb 的校園頻寬，塑造世新大學以媒體與網路為基
礎的教學特色。為提供師生更優質的教學環境，每間教
室均裝置多功能 E 化講桌，讓教師上課時只須攜帶隨身
碟等 USB 設備，透過面板上之按鈕，即可隨開即用，搭
配螢幕手寫系統，讓教師們直接將手寫註解投影於布幕
上，深受師生好評。並且提供全校師生合法版權軟體，
包 含 MATLAB 軟 體 升 級 (70 人 版 ) 、 Adobe 
MasterCollection 中英混合版 for Win 大專院校全校授權
一年合約、Adobe MasterCollection 英文版 for Mac 購無
硬碟系統 Phantosys 電腦管理系統版本：Pro78 套充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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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軟體(買斷)-內含軟體(3ds Max、Maya、Softimage、
MotionBuilder、Mudbox、Sketchbook designer)等，供教
學、研究使用。 

2.在行政支援方面： 
多年來本校致力於行政制度的內稽內控資訊化，至今已
有 80 餘種表單與公文系統上線，由線上簽核的方式達到
即時預算管控的目標。民國 97 年，本校更通過國際標準
組織英國標準協會（BSI）ISO27001：2005 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認證，於 99 學年起，資安認證範圍擴大至教務處及
人事室，並獲得認證通過，是全世界第一所將電算中心、
教務處及人事室所有業務列為驗證範圍且通過  ISO 
27001 國際資訊安全認證的 E 化大學。 

四、支援學
術研究 
 

7.46% 
 

(一)鼓勵教師研究，提
升學術研究水準。 

1. 本校提供教師完整的獎勵及培力措施，鼓勵教師研究

與推動產學合作，在執行國科會及產學合作計畫之總

件數與經費，均逐年成長。97學年度全校執行國科會

與其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件數總計120件，至99學年度

時總計畫件數為148件，成長幅度達23.33%，計畫補助

經費也從97學年度的91,038,449元，成長為118,746,406
元，計畫經費成長幅度亦達30.44%。 

2. 在獎勵研究成果方面，訂有研究績優獎勵、學術發表

暨創作獎勵、教師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減授鐘點或發

給獎勵金、補助師生出席國際學術活動，以激發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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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量。以補助師生出席國際學術活動為例，97至
100學年度共補助93 位師生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補

助金額共計150萬2,858 元，鼓勵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

動、發表論文。 
3. 在培植研究潛能方面，本校規劃許多措施，例如升等

免授課對於已有相當研究成果之教師，得申請減免授

課，經審查通過給予減授該學年二分之一責任鐘點或

一學期完全免授課及免留校輔導，以專心於升等準

備，其減授之課程由本校另聘兼任教師授課。新進助

理教授減授鐘點則係為減輕甫獲博士學位之新進助理

教授之工作壓力，協助其在維持教學品質之餘，亦能

持續學術研究之措施。該措施提供本校新進助理教授

於應聘後2年之內，得選擇2個學期各減授3小時責任鐘

點，但要求減授期間結束後一年內，應於績優學術期

刊至少發表論文乙篇。此外還有學術諮詢與輔導、舉

辦學術交流坊、提供英語論著潤稿服務等措施，以期

提升整體研究能量。 
4. 本校亦積極培植具研究潛力之大學生，透過舉辦研究

龍暑期研習營與寒假激勵營，鼓勵學生參與國科會研

究計畫之申請。97至99學年度本校學生申請國科會大

專生研究計畫通過率均達40%以上，共獲得111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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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全國人文社會學科為主的大學中，表現突出，

其中公廣系吳宜庭同學之研究報告獲國科會100年度

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之榮譽。 
5. 本校教師在學術領域之特殊貢獻： 

社會心理系葉啟政講座教授獲國際社會學會（ISA）

榮譽，國際社會學會將於民國103年為亞洲社會學研究

出版專書，以歷史脈絡、傳承與影響台灣社會為選文

標準，評選五篇對台灣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社會學

家之論文收錄專書。本校社會心理學系講座教授葉啟

政以多年深耕社會學理論之專業，受到一致推薦，成

為國際社會學會評選為影響東亞社會學發展的社會學

者其中一員。 
通識中心喬健講座教授獲頒新世紀（2000～2010）人

類學終身成就獎，喬健教授積極推動中國人類學及相關
學科機構的創建活動，他先後創建了香港中文大學人類
學系、香港人類學會、國際瑤族研究會、山西大學華北
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及臺灣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
究所，並積極支持創辦人類學高級論壇 

(二)保持本校在傳播領
域領先地位，並提升在
社會發展、行政管理及
中國文學領域之學術影

1. 維持本校傳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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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二
件國科會私校研發能量專案(「數位媒體匯流產業與法制

已達預
期成效



計畫名稱 

獎補助
經費投
入百分
比(%)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
預期成
效原因
分析 

100 年整
體支用計
畫書 

對應頁碼 

響力。 研究：市場競合、智慧財產權與文化權─數位媒體匯流產
業與法制研究：市場競合、智慧財產權與文化權」及「多
媒體行動上網裝置的應用趨勢與採用行為分析－以智
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為例」)，補助金額共計 726 萬元，
另通過本校甄選設置為重點學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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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100）年 5 月舉辦成果發表會「傳播匯流與創新：數
位匯流下之寬頻文本與加質服務研究成果發表會及高
峰論壇暨重點學門研究成果報告」。 

2. 提升行政管理、中國文學及社會發展領域之影響力 
(1)行政管理學系經過連續六年的重點學門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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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及廉
政治理等議題之研究成果亮眼。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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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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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獎補助
經費投
入百分
比(%)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
預期成
效原因
分析 

100 年整
體支用計
畫書 

對應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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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延攬優
良師資 

6.35% 充實師資陣容，鼓勵教
師升等，改善師資結
構。 

1. 為充實師資陣容，本校 98、99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共
計 21 位，其中 12 位新聘教師 100 年 1~7 月薪資使用本
經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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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預
期成效

41 
47 

六、完善校
園環安衛管
理 

6.37% 
 

落實節能減碳及環保政
策，強化校園環境衛生
安全之成效。 

本校積極落實節能減碳及環保政策，成效優良，100年通

過英國標準協會「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及「ISO14064
溫室氣體盤查」認證。執行內容如下： 

1. 本校全面設置緊急求救鈴壓扣共計850處及緊急求救

電話34處，全校監視錄影機設置681支，全天候24小時

錄影監測，以保障教職員生安全。並設立校園巡守隊，

每日晚間在校園內巡邏，提供夜歸同學安全護送服

已達預
期成效

40-4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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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補助
經費投
入百分
比(%)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
預期成
效原因
分析 

100 年整
體支用計
畫書 

對應頁碼 

務，打造安全學習環境。 
2. 於新聞大樓、傳播大樓、圖書館及舍我樓S棟換裝節能

T5燈具共計3867組，不僅加強空間照明，提供舒適學

習空間，更有效節約能源。 
3. 全面汰換舊式出口指示燈及方向燈，採用節能的LED

式燈具共941組，除提供清楚逃生方向指示外，並實踐

環境保護政策。 
4. 進行環山擋土牆清理。為確保校區山坡安全，進行既

有水土保持設施之監測，以作為校區山坡地安全維護

規劃之依據。 
5. 定期於全校區室內外及管理學院大樓進行蟲害防治消

毒，提供師生清淨校園空間。 
6. 本校圖傳系黑白暗房實驗室每年約有廢液約500公

斤，依教育部規定處理。 
7. 投保火災綜合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強化師生於校園

活動期間之安全保障。 
8. 投保汽車險強化員工執行公務期間之駕駛安全。 
9. 聘任專業技師對校區建築物進行公共安全檢測，以維

護師生安全。 
七、推動學
生 事 務 及

1.50% 推動學生事務及輔導相
關工作，落實關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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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預
期成效

40-41 
48 



計畫名稱 

獎補助
經費投
入百分
比(%)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
預期成
效原因
分析 

100 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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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頁碼 

輔導工作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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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良好： 
1. 本年度購置數位相機 4 台、數位單眼相機 1 台、單眼

相機鏡頭 2 顆、筆記型電腦 4 台、擴音箱 6 台，新購
無線對講機 20 台及戶外活動用快速移動帳 5 頂，另購
買學生社團活動資料留存用數位式硬碟攝影機 2 台及
增設 A101 教室舞台燈光組，提供學生社團活動時借
用，借還記錄完整。 

2. 校外社團指導老師費用共計 92,500 元，有話劇社、校
廣網、空手道、占星社、爵鋼社、管絃樂、熱舞社、
合唱團、國標社、美術社及國樂社等社團申請聘請校
外社團指導老師。 

3. 補助學生會、19 系系學會及卓越社團等，辦理校內外
社團活動或參與競賽，例如，民俗舞蹈社獲得大專國
際民俗舞蹈觀摩比賽優等獎、最佳舞蹈風格獎、最佳
服飾獎；民謠吉他社新弦獎獨唱組獎項；社服團甄選
上國際志工並於暑假期間出隊；合唱團赴英國演出，
其他社團並且參予更多服務性質以及隊服幹訓活動，
提升社團及社員能力。 

4. 聘請四位兼任輔導老師、二位全職實習輔導老師與二
位兼職實習輔導老師提供諮商服務。 

八、性別研
究所強化教

0.51% 1.舉辦學術研討會，藉
此研討會明瞭台灣高等

本校性別研究所符合教育部具稀少性及國家當前發展所
需之條件，以「強化教學研究資源方案」獲100年度增加

已達預
期成效

40-4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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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 

對應頁碼 

學研究資源
方案 

教育中的性別研究應扮
演如何之角色，以推動
相關改革並達成性平理
論與實務之理想。 
 
 
 
 

獎勵及補助經費50萬元，執行內容及成效如下：  
(1) 舉辦高等教育中性別主流化之挑戰與實踐策略研討會
邀請熟悉、關心台灣婦女運動、性別研究與大學之運動
者、工作者參加，包括一場主題演講與發表四篇論文，
探討台灣高等教育中的性別研究應扮演何種角色，爬梳
性別主流化議程在台灣之影響與正面臨之挑戰，以推動
改革並達成性平理論與實務理想。已進行發言逐字稿之
彙整，將以專題方式投稿發表於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出
版之「婦研縱橫」雜誌。  

53-56 

  

2. 擴增本校性別相關
專業圖書與視聽資料，
充實性別研究所教學資
源與強化研究之能量，
並且為全校師生共享之
資源。 

(2) 充實性別研究相關之專業圖書與視聽資料  
100年度擴增相關專業圖書與視聽資料，包括法律公共政
策、傳播研究與文化研究領域圖書，增購性別相關之視聽
資料DVD共87片、西文圖書共111冊與中文圖書共44冊，
以提供更多元的教學與研究資源。 

已達預
期成效

 

  

3.每年開設「質化研究
方法」之 3 學分課程，
講授質化研究的理論、
策略、方法與技術。每
年修課人數約 6~14 人
不等。 

(3) 購置質性研究分析軟體  
性別研究所本年度開設「質化研究方法」3學分，修課人
數9人，講授質化研究的理論、策略、方法與技術，購置2
套Nvivo質性研究分析軟體，藉由實際操作練習Nvivo質性
研究分析軟體，強化學生質化研究分析之學術知能，教學
成效良好。 

已達預
期成效

 

九、智慧財
產權研究所

0.51% 充實「法學與智慧財產
權資料中心」之智慧財

本校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符合具稀少性及國家發展所需之
條件，以「充實圖書資源方案」獲 100 年度教育部增加獎

已達預
期成效

4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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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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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支用計
畫書 

對應頁碼 

充實智慧財
產權資源方
案 

產權相關圖書館藏書，
提供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師生專用。 

勵及補助經費 50 萬元。由於國內在智慧財產權相關研究
論著較不發達，國際實務或案例亦不豐富，需採購國外之
專業論著或實務案例以補不足。因此，所獲之增加獎勵及
補助經費，完全用於充實智慧財產權相關圖書資源，以專
利法相關的書籍為主，增購 159 本中外文圖書，包括中文
圖書 20 冊、西文圖書 121 冊與日文圖書 18 冊。除國外判
例、原則等書籍外，亦擴及智慧財產鑑價等書籍，以充實
「法學與智慧財產權資料中心」之智慧財產權相關圖書館
藏書，提升智慧財產法學之教學與研究品質，強化師生對
於智慧財產權法之研究能力。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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