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年度私校獎補助經費執行成效
本校 103 年度使用教育部獎勵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共計 1 億 3,576 萬 6,389 元，其中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核定金額為 8,535 萬 6,679 元，已全數執行完畢，計畫內容及執行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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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強化專業圖書、充 1. 強化學科權威專業館 1. 強化學科權威專業館藏，發展 無
1. 強化學科權威專業館藏，發
實專業期刊、增強資料 藏，發展世界華文文 世界華文文學、漫畫、本校教
展世界華文文學、漫畫、本
庫、加強視聽資料、委 學、漫畫、本校教師及 師及校友著作之特色館藏。採
校教師及校友著作之特色
外編目加速流程快速上 校友著作之特色館藏。 購中日西文圖書 8,485 冊。
館藏。預估採購中日西文圖
書 800 冊。
架、圖書加工用品保護 預估採購中日西文圖書 2. 持續充實各類專業典藏性與
2. 持續充實各類專業典藏性
非典藏性期刊，促進學術發
5,000 冊。
圖書避免遺失。
2. 持續充實專業典藏性 展。採購西文期刊 3,036 種、
與非典藏性期刊，促進學術
與非典藏性期刊，促進 中日文期刊 143 種。
發展。預估採購西文期刊
學術發展。預估採購西 3. 提升資料庫品質及完整性，
360 種、中日文期刊 130 種。
強化
文期刊 2,000 種、中日 促進教學研究發展，採購資
3. 提 升 資 料 庫 品 質 及 完 整
圖書
料庫 61 種。
86.12
文期刊 320 種。
性，促進教學研究發展，採 48,533,338 41,797,081
資訊
3. 提升資料庫品質及完 4. 採購多國語文的學習基礎資
購資料庫 20 種。
館藏
整性，促進教學研究發 料，提升語文能力，邁向國
4. 採購多國語文的學習基礎
展，採購資料庫 40 種。 際化。採購視聽資料 846 件。
資料，提升語文能力，邁向
一、
4. 採購多國語文的學習 5. 委外編目中文圖書 292 冊、
國際化。預估採購視聽資料
充實 塑造 充實
基礎資料，提升語文能 日文圖書 524 冊，以加速流
300 件。
圖書 優質 圖書
力，邁向國際化。預估 程，使圖書快速上架，維持
5. 委外編目加速流程，使圖書
資源 校園 資源
採購視聽資料 300 件。 圖書館高品質服務。
快速上架，維持圖書館高品
5. 委外編目加速流程，使
質服務。
圖書快速上架，維持圖
書館高品質服務。
法學與智慧財產權資料中
充實法學與智慧財產權 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中心使用人次為 5,739 人次；國 無
心使用人次預計 2,800 人
充實 資料中心，提升教師教 習成效，強化學生專業知 家考試成果豐碩，如司法官、
次，以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
法學 學與學生學習成效，強 能與就業競爭力，並提高 檢察事務官、高考法制各考取 1
997,852
997,852
100.00
學習成效，強化學生專業知
文獻 化學生專業知能與就業 學生各項證照考試錄取 名，律師 17 名、四等執達員 2
能與就業競爭力，並提高學
資源 競爭力，並提高學生各 率。103 年度預計 2,800 名、五等錄事 1 名、鐵路警察 2
生各項證照考試錄取率。
名及行政警察 6 名。
人次使用。
項證照考試錄取率。
預計近 30 萬到館人次，期
強化圖書館資訊服務與 預計近 30 萬到館人次， 1. 到館人次 36 萬 6,721 人次。 無
刊目次影印傳送服務達 500
行銷，提供圖書視聽館 期刊目次影印傳送服務 2. 期刊目次影印傳送服務 664
頁次以上，個人視聽區影片
藏借閱、現期期刊目次 達 600 頁次以上，個人視 頁次。
整合
欣賞人次達 2 萬人次，團體
代 印 、 館 際 合 作 等 服 聽區影片欣賞人次達 2 萬 3. 個人視聽區影片欣賞人次
圖書
473,926
139,670
29.47
視聽室教學及影片放映 150
務，優化閱讀環境，另 人次，團體視聽室教學及 27,916 人次，團體視聽室教
資訊
場以上，另辦理 5 場次達人
舉辦達人知識交流坊， 影片放映 150 場以上，另 學及影片放映 150 場以上。
服務
知識交流坊活動，估計一次
邀請具特殊專長與知識 辦理 5 場次達人知識交流 4. 舉辦達人素人交流坊 7 場，
約 15 人參加。
之教師，與學員現身說 坊活動，估計一次約 15 共 146 人次參加。
人參加。
法深度交流。
增加圖書館訊息及宣傳推
擴充圖書館資訊系統加 增加圖書館訊息及宣傳推 增加電子資源管理機制與讀者 無
廣管道，提升館藏資源預
擴充 值服務，增加系統薦購 廣管道，提升館藏資源預 單一入口檢索平台，提供圖書
約、借閱率、回館率，並減
資訊 資料批次建檔與複本查 約、借閱率、回館率，並 館 電 子 資 料 庫 、 全 文 電 子 期
536,000
420,000
78.36
少讀者罰款率。
刊、電子書平台等電子資源檢
系統 核、讀者長期逾期借閱 減少讀者罰款率。
索加值服務，可依需求提供精
設備 清單查詢等客製化程式
確的使用統計數據，供採購決
功能，汰換視聽區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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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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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參考，有效運用經費，並提
主機、團體視聽室投影
升讀者檢索電子資源滿意度及
機，及新購管理平臺使
資料使用率。
用之筆記型電腦，並升
級圖書館自動化系統。
更 新 汰 換 全 校 教 室 視 提供全校 114 間教室桌椅 汰換 46 台教室單槍投影機、28 無
提供全校 114 間教室桌椅維
聽、單槍投影機、珠光 維修、損壞、汰換，約 250 顆投影機燈泡、6 幅珠光螢幕、
修、損壞、汰換，約 50 張，
螢幕、麥克風、研究生 張，並購置研究生研究室 5 張高腳椅；汰換體適能教室液
以維護上課品質。
研究室電腦等設備，提 電腦，以維護上課品質。晶電視 1 台及音響設備 1 套；
供良好的教學環境。
汰換 A201 階梯教室單槍投影
機及音響等視聽設備；汰換
M735 教室數位整合處理器。另
汰換研究生教室及研究室電腦
設備，以維護上課品質。
因應科技發展及使用狀 提升電腦教室電腦 CPU 更換 W301、W401 電腦教室固 W202 提升電腦教室電腦 CPU 效
況，定期汰換全校電腦 效能、RAM 容量 2 倍， 態硬碟，改善 154 台電腦開機 空間 能、RAM 容量 2 倍，加快
教室、學生自由上網區 加快電腦處理速度，改善 速度。另 AB2F 已完成固態硬碟 用途 電 腦 處 理 速 度 ， 並 改 善
等電腦相關設備，提供 W202、AB2F、M1F 自由 更換，M1F 自由上網區已全面 變更 M306 電腦教室 61 台、W201
上網區共 107 台，W301、換為新的 Asus All-In-One 電 ，故 自由上網區 77 台及第二代
師生優質教學環境。
腦。世界大樓自由上網區 印表 不購 E 化講桌主機 55 台。
W401 電腦教室共 152
台，另汰換世界大樓自由 以租賃取代採購，提供全校師 置新
電腦。
生學生使用。
上網區印表機 1 台。
維護電視攝影棚各項專業
擴充電視攝影棚：配合 維護電視攝影棚各項專 維護電視攝影棚各項專業教學 無
教學及實習設備，產出 30
實習課程擴充電視攝影 業教學及實習設備，產出 及 實 習 設 備 ， 提 升 設 備 妥 善
集以上新聞、綜藝、座談節
棚器材，強化學生影音 30 集以上新聞、綜藝、座 率，購置高畫質(HD)攝影機，
目。
提供系所 10 門以上實習課教學
製作之專業素養，持續 談節目。
實習，產出 30 集以上新聞、綜
培養國內影音製作、口
藝、座談節目。
語表達人才。
提供戲劇類/非戲劇類電視
擴 充 影 音 專 業 實 習 器 提供戲劇類/非戲劇類電 提 供 戲 劇 類 /非 戲 劇 類 電 視 製 無
製作、影視製作、紀錄片/
材：擴充影音專業實習 視製作、影視製作、紀錄 作、影視製作、紀錄片/實驗片
實驗片製作、大學部/研究所
器材，汰換輕便型專業 片/實驗片製作、大學部/ 製作、大學部/研究所獨立研究
獨立研究與畢業創作、數位
攝影機組及增購輕便型 研究所獨立研究與畢業 與畢業創作、數位影音製作、
影音製作、專業實習等相關
專業攝影機組，提供高 創作、數位影音製作、專 專業實習等相關影音課程及課
影音課程及課程製作 15 組
階影音相關課程及實習 業實習等影音課程及課 程製作20組以上團隊使用。
團隊使用。
程製作 15 組團隊使用。
製作使用。
購置電影攝製設備，提供碩
購 置 專 業 電 影 攝 製 設 電影攝製設備預計提供 廣電系購置ALEXA數位攝影機 無
士班畢業製作3部作品、專
備：購置專業電影攝製 碩士班畢業製作 3 部作 等，提供碩士班畢業製作6部作
題研究2部作品、數位影音
設備，以提供製作課程 品、專題研究 2 部作品、品、專題研究4部作品、數位影
創作2部作品使用，大學部
教師教學及學生創作時 數位影音創作 2 部作品使 音創作4部作品使用；大學部大
畢業製作4部作品、大三電
使用。另搭配數位音樂 用，大學部畢業製作 4 部 四畢業製作8部作品、大三電影
影 製 作 4 部 作 品 ， 共 15 組
創作及視覺特效相關課 作品使用，共 11 組（220 製作4部作品。共26部作品，約
（ 250 人 次 ） 拍 攝 作 業 使
程購買專用軟體，增進 人次）拍攝作業使用。數 26組（470人次）作業拍攝使
用。數位影音創作軟體搭配
學生軟體運用之能力， 位影音創作軟體搭配數 用。
數位聲音製作等3門課程，
以利學生與業界接軌。 位聲音製作等 3 門課程，
預估180名學生使用。
預估 180 名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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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1,800

2,854,500

42.47

3,482,380

3,172,580

91.10

3,173,559

2,633,609

82.99

780,000

762,000

97.69

174,110

174,1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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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數位出版教學專業 圖傳系配合數位出版、印 圖傳系配合數位出版、印刷、 無
設備、強化數位出版教 刷、攝影等專業課程，提 攝影等專業課程，每學期提供
約 480 名學生使用。
學專業設備：配合數位 供 480 名學生使用。
出版、印刷、攝影等專
業課程教學，強化數位
出版教學專業設備。
提昇學生實習設備：強 搭配資傳系實習課程使 搭配資傳系實習課程使用，實 無
化資訊傳播專業實驗室 用 ， 實 驗 室 使 用 達 驗室使用約達 3,000 人次，並提
設備，購置 Altova XML 3,000-3,200 人次，並提供 供大四畢業專題製作 12 組學生
Spy Professional Edition 大四畢業專題製作 10 組 使用，共計 60 人。
軟體、數位內容策展編 以上（約 60 人）。
輯平臺、汰換廣播教學
塑造 完善 加強 系統、電腦及影像處理
優質 教學 實習 工作站。
校園 設備 設備 開設人體動態素描課程、 數媒系應用專業實驗設 搭配數媒系人體動態素描課程 無
更新專業實驗室軟硬體： 備，進行專業課程教學及 使用，提供 109 位學生使用，
配合數位影音特效等課 學生作品創作學習研討 透過老師親自教學輔導，學生
程，強化數位多媒體專業 平臺，預計產出測試短片 創作作品數共計 545 件。另搭
配多媒體專業課程，提供 581
實驗室影音設備，汰換錄 1 部。
位數媒系及修習該課程之學生
混音專用電腦、新購錄音
使用，提升學生動畫、遊戲創
監聽控制、混音控制器等
作的品質。專題創作累計創作
設備，以強化學生創作環
作品數達 27 件。
境、提升創作品質。
購置實驗室電腦設備、 資管系企業資源規劃學 資管系企業資源規劃學程開設 無
購置企業資源規劃學程 程開設 15 門課程，參與 15 門課程，900 人次參與；產
設備、購置智慧生活學 課程學生 900 人次；產業 業電子化學程開設 13 門課程，
程設備、購置產業電子 電子化學程開設 13 門課 780 人次參與；顯示科技學程開
化學程設備、購置顯示 程，參與課程學生 780 人 設 20 門課程，1,200 人次參與；
科 技 學 程 設 備 、 購 置 次；顯示科技學程開設 20 智慧生活學程開設 8 門課程，
APP 園區設備：購置資 門課程，參與課程學生 480 人次參與；行動媒體學程開
管 系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學 1,000 人次；智慧生活學 設 19 門課程，1,140 人次參與。
程、產業電子化學程、 程開設 8 門課程，參與課 購置實驗室電腦設備，供研究
生 50 人以上使用，由研究生帶
顯示科技學程、智慧生 程學生 400 人次。
領大四專題學生 250 人以上製
活學程等相關課程教學
作專題使用，以及相關大學部
所需軟硬體設備。
課程學生課後皆可練習使用。
租用財經資訊系統及更 財金系配合課程使用系 財金配合 14 堂課程 1,041 人次 無
新 電 子 金 融 運 算 系 統，約 350-500 位學生上 使用，培養學生具實務證券投
資操盤技巧，在校即能習得金
統、：培養學生具有實 課使用。
融業界之職場技能。學生學習
務證券投資操盤技巧，
成效良好，「2014 全國投資模
同時提供學生實作機
擬競賽」榮獲大專類組第 1 名。
會。
租用 ABACUS 系統及餐 觀光系開設相關課程 3-5 觀光系開設相關課程 4 門，提 無
旅 資 訊 系 統 、 系 統 租 門，預計 220 人次修習，供 171 人次修習，強化學生考

104 年度
預期效益
圖傳系配合數位出版、印
刷、攝影等專業課程，每學
期提供約 480 名學生使用。

103 年度投入經費
使用獎補助
總經費
使用獎補助
經費之比率
(元) (A) 經費(元) (B)
(B/A*100%)

3,474,192

3,126,817

90.00

171,998

171,998

100.00

291,057

291,057

100.00

2,263,476

2,098,606

92.72

245,833

245,833

100.00

548,687

46,000

8.38

搭配資傳系實習課程使
用，實驗室使用達 1,200 人
次。

數媒系應用專業實驗設
備，進行專業課程教學及學
生作品創作，並配合課程全
系預計提供 50-100 名學生
使用，並產出 20-30 個作品。

資管系企業資源規劃學程
開設 15 門課程，參與課程
學生 900 人次；產業電子化
學程開設 13 門課程，參與
課程學生 780 人次；顯示科
技學程開設 20 門課程，參
與課程學生 1,000 人次；智
慧生活學程開設 8 門課程，
參與課程學生 400 人次。

財金配合課程使用系統，約
350-500 位學生上課使用。

觀 光 系 開 設 相 關 課 程 2-4
門，預計 160 人次修習，強

中程校務計畫
獎補助
行動
分項計 目標 策略
方案
畫名稱

103、104 年度
工作計畫內容

103 年度
預期效益

103 年度
執行成效

未達
成效
原因

104 年度
預期效益

化學生考取相關證照能力。
用、維護及實習設備購 強化學生考取相關證照 取相關證照能力。
置：使學生熟悉當前旅 能力。
行業、餐廳、飯店使用
之作業系統。
提升世新電臺節目編製設
購置錄播音室設備：購 提升世新電臺節目編製 提升世新電臺節目編製設備等 無
備等級，提供來自不同系所
置錄播音室混音器等設 設備等級，提供 200 名實 級，提供 231 名實習生處理多
近 240 名實習生處理多元影
備，強化學生錄播音第 習生處理多元影音文字 元影音文字資料，縮短錄音時
音文字資料。
程、節目製播更加流暢並提升
二專長，增加就業能力。資料。
整體節目品質。
提供全校體育課程每學期
強化體育課程資源、更 提供全校體育課程每學 提供全校體育課程每學期興趣 無
興趣選項課程 99 班，大一
新體育設備：採購體育 期興趣選項課程 99 班， 選項課程 99 班，大一體育課程
體育課程 44 班優質的課程
課程用器材，全校師生 大一體育課程 44 班優質 44 班優質的課程器材，提升學
器材，提升學習效能，強化
均能使用優質的體育課 的課程器材，提升學習效 習效能，強化師生體適能， 103
師生體適能，預計 104 年體
程器材，並提供優質運 能，強化師生體適能，預 年體適能中心 26,398 使用人
加強 動 環 境 ， 提 升 教 學 品 計 103 年體適能中心使用 次。
適能中心使用人次約 14,000
實習 質，增加學習動機。
人次。
人次約 14,000 人次。
二、
設備 購置口譯機設備：解決 供教師生於課堂研習活 為提升教學及相關活動品質， 無
供教師生於課堂研習活動
強化 塑造 完善
上使用，以利教學研究，或
語言上的隔閡，讓外籍 動上使用，以利教學研 已購置翻譯機一套（充電手提
教學 優質 教學
全校各系所召開大型研討
人士能同步參與研討會 究，或全校各系所召開大 箱一件，發設器 2 台，接收器
資源 校園 設備
會時，供外籍人士同步進行
或校內活動講座，以及 型研討會時，供外籍人士 30 台），提供各單位借用。
使用，以解決語言隔閡問
搭配企業參訪等，提升 同步進行使用，以解決語
題。
言隔閡問題。
教學、研究之效能。
提供公廣系學生實作演
更新創意研究實驗室： 提供公廣系學生進行實 提供公廣系學生實作演練，競 無
練，以提升參與競賽之學生
汰換創意研究實驗室電 作演練，提升參與競賽之 賽成績優異，如第七屆 myfone
人數、增加學生相關設備的
腦主機及購置耗材等， 學生人數、增加學生相關 行動創作獎獲得微電影首獎、
使用率，減少學生在輸出方
供學生進行實作演練， 設備的使用率，減少學生 佳作；第二十三屆時報金犢獎
面的花費。
企劃類獲銅犢獎；2014 校園公
並搭配課程教學，使學 在輸出方面的花費。
關提案競賽獲得三項優勝、兩
生學習效果發揮最大效
項佳作；2014 年 TAA 校園創意
益。
策略提案競賽-品牌形象新塑造
獲得優選及佳作等；衛生福利
部國民健康署主辦之「2014 無
菸生活設計大賞」榮獲影像組
銀獎以及平面組佳作。
購置 ERP 軟體伺服器： 使企管系學生瞭解企業 配合企業資源規劃(一)課程使 尚有 企管系邀請電腦專業師資
於企業資源規劃相關課 實務運作方式外，熟悉企 用，提供 45 名企管系學生修 1 門 共同授課，使學生瞭解企業
程使用，使學生瞭解企 業資源規劃系統功能，進 課，並邀請電腦專業師資與本 課待 實務運作方式，熟悉企業資
業實務運作，熟悉系統 而取得 ERP 相關專業證 校教師學產合作共同授課，使 103-2 源規劃系統功能，進而取得
功能，進而取得 ERP 相 照，提升學生競爭力，並 學生瞭解企業實務運作方式， 開設。 ERP 相關專業證照，提升競
爭力，並配合 2 門課程使
關專業證照，與就業接 配合 2 門課程使用，預計 熟 悉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系 統 之 功
用，供約 80 名學生使用。
軌，提升就業競爭力。 供約 80 名學生使用。 能，提升學生競爭力。
新聞系購買 EDIUS 專業影
強化教學實習資源：提 供新聞系《電視新聞實作 新聞系購買 EDIUS 專業影音剪 無
音剪輯軟體供《電視新聞實
供 新 聞 系 實 作 課 程 使 （二）》、《電視新聞製 輯 軟 體 供 《 電 視 新 聞 實 作
作（二）》、《電視新聞與
用，持續改善實作、實 作》、《平面排版實務》、（二）》、《電視新聞與剪輯》

103 年度投入經費
使用獎補助
總經費
使用獎補助
經費之比率
(元) (A) 經費(元) (B)
(B/A*100%)

760,000

760,000

100.00

1,958,750

1,958,750

100.00

114,200

114,200

100.00

143,696

18,696

13.01

1,230,000

1,219,156

99.12

322,273

247,273

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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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投入經費
使用獎補助
總經費
使用獎補助
經費之比率
(元) (A) 經費(元) (B)
(B/A*100%)

習課設備，提升教學品 《小世界實習》、《電視 等課程使用，修課同學超過 279
質。
新聞實作》等課程使用，名。CB103 電腦排版教室電腦
修課同學超過 500 名。 硬體供《平面排版實務》、《小
世界實習》、《電視新聞與剪
輯》、《多媒體與實作》等課
程使用，修課同學超過 500 名。

強化
校園
網路
三、
提升 塑造 強化
資訊 優質 資訊
建設 校園 建設

發展
雲端
服務
充實
合法
軟體

四、 厚植
支援 研究
學術 能量
研究

舉辦
培養
學術
學術
交流
能力
坊

補助
學術
研究
專案

剪輯》等課程使用，修課同
學預計 270 名。CB103 電腦
排版教室內電腦硬體供《平
面排版實務》、《小世界實
習》、《電視新聞與剪輯》、
《多媒體與實作》等課程使
用，修課同學預計 500 名。
更新交換器、擴充網路 依階段強化網路速度，將 提供 TANet、HiNet ADSL、國 網路 將世界大樓用戶端網路接
節點、加裝無線網路基 世界大樓用戶端網路接 際頻寬線路等線路，並完成網 骨幹 取 速 度 由 100M 提 升 至
升級 1G、將校園網路骨幹接取速
地台、租用各式通訊線 取速度由 100M 提升至 路節點之擴增計 72 點。
延至 度由 1G 提升至 10G、無線
1G、將校園網路骨幹接取
路。
網 路 由 802.11g 提 升 至
104
速度由 1G 提升至 10G、
年度 802.11ac、提供國內 1G 網路
提供國內 1G 網路傳輸頻
執行。 傳輸頻寬及國際 100M 網路
寬及國際 100M 網路傳輸
傳輸頻寬。（第二階段）
頻寬。（第一階段）
將伺服主機虛擬化，至少切
更新雲端服務主機系
將伺服主機虛擬化，至少 汰換老舊伺服主機，並進行虛擬 無
割 20 台虛擬主機，提供更
統。
切割 18 台虛擬主機，提 化作業，且切割 24 台虛擬主
快速穩健的雲端服務，支援
供更快速穩健的雲端服 機，提供更快速穩健的雲端服
各單位建置所需之伺服主
務，支援各單位建置所需 務，以支援各單位建置所需之伺
機或網站系統。
之伺服主機或網站系統。服主機或網站系統。
購置 Windows 作業系統等
購置 Windows 作業系統，並簽 無
簽訂全校師生及職員授 購置 Windows 作業系
版權軟體及簽訂 Microsoft
訂 Adobe CS、Microsoft CA、
權軟體，購置足額版權 統、Adobe CS 軟體、
CA 、Matlab、Adobe CS、
軟體，讓全校師生及職 AirMagnet 軟體，並簽訂 Matlab、Nessus 一年授權，及購
Nessus 等一年授權。
員擁有合法軟體的教學 Microsoft CA、Matlab、 置 AirMagnet 軟體 1 套。
Nessus 等一年授權。
環境。
1. 辦理「學術交流坊」， 1. 預計舉辦 8-10 場次學 1. 舉辦 11 場學術交流坊，共計 採自 1. 預計舉辦 8-10 場次學術
邀請國內外具豐富研 術交流坊活動，並補助 623 人次參與。另補助教師 由申
交流坊活動，並補助教師
究經驗或學有專精之 教師與博士生約 50-60 與博士生參加研究方法相關 請方
與博士生約 20-30 人次，
學者專家，與本校師 人次，參加研究方法相 研習活動 24 人次，以提升學 式辦
參加研究方法相關研習
生經驗交流，強化師 關研習活動，以提升學 術研究能量。
活動，以提升學術研究能
理，
2. 補助社會所夏曉鵑、陳信行 本年
生研究能力。另補助 術研究能量。
量。
教師與博士生參加相 2. 預計補助 6 位教師赴 老師赴韓國聖公會大學，參 度申 2. 預計補助 6 位教師赴國
關研習活動，以提升 國外短期研習交流，並 加 CENA 亞洲公民社會教 請人
外短期研習交流，並持續
持續激勵其在既有的 育網路夏季學校，透過學習 次較
本校學術研究能量。
激勵其在既有的專業領
2. 補助教師赴國外短期 專業領域上保有一定 與交流的密集課程，深化跨 少。
域上保有一定之研究動
之研究動力及競爭力。 國比較視野。
研修或學術交流
力及競爭力。
協助教師持續進行研究，累
協助教師持續進行研究，累積 無
針對當年度申請科技部 協助教師持續進行研
積學術研究成果，提升本校
未獲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究，累積學術研究成果，學術研究成果，提升本校研究
研究生產力，厚植研究能
案，經本校審查委員會 提升本校研究生產力，厚 生產力，厚植研究能量，補助
量，預計補助 8-10 案。
審查，依研究主題適切 植研究能量，預計補助 17 案。
性、主持人執行案件能 8-10 案。
力與成效為評估標準，
核定補助對象，每案以
20 萬元為上限，以協助

3,140,892

201,000

6.40

918,800

918,800

100.00

5,541,192

4,184,521

75.52

285,989

34,499

12.06

997,220

889,171

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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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
授課
鐘點

四、
支援 厚植 提供
學術 研究 研究
研究 能量 資源

鼓勵
升等
免授
課

補助
舉辦
學術
研討
會
補助
獎助
出席
創作
國際
發表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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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持續研究，累積學
術研究成果。
1. 新進助理教授減授鐘 1. 本校新進助理教授減 1. 103 年 1 月至 103 年 7 月計 無
點：新進助理教授得 授鐘點辦法自 102 學 有 3 位教師執行新進助理教
於 2 年內申請 2 個學 年度起廢止，102 學年 授減授鐘點計畫。
期各減授 3 小時責任 度已核定 2 位教師之 2. 本年度減授鐘點帳戶共計 12
鐘點以利研究。並於 減授鐘點案仍照常執 人存入減授點數。
減授期間結束後一年 行。
內，於績優學術期刊 2. 預計 2 人存入減授點
數。依規定減授鐘點項
發表論文乙篇。
2. 減授鐘點帳戶：為獎 目分為下列二類：
勵 教 師 於 教 學 、 研 (1) 教師可自行選擇請領
獎勵金等費用或折算
究、輔導與服務等各
減授點數。
方面優秀表現，教師
符合減授鐘點項目並 (2) 經由本校減授鐘點帳
戶審查委員會審議通
經核定者，得將減授
過，核給減授點數。
點數存入個人「減授
鐘點帳戶」，可依規
定在需要減授鐘點時
執行之。
為鼓勵教師升等，提升 1. 本校鼓勵教師升等免 1. 103 年 1 月至 103 年 7 月計 無
授課辦法自 102 學年 有 9 位教師執行升等免授課
師資結構，對於已有相
度起廢止，102 學年度 計畫。
當研究成果之教師，得
已核定教師升等免授 2. 本年度計有 7 位教師升等通
申請減免授課，經過審
過。
案仍照常執行。
查給予減授該學年二分
之一責任鐘點或一學期 2. 103 年 1 月計有 8 位教
師執行升等免授課計
完全免授課及免留校輔
畫（其中 6 位須於 104
導（薪資照領），用以
年 1 月 31 日前提出聲
減輕教師教學及輔導之
等，2 位於 104 年 7 月
負擔，專注於升等準
31 日前提出升等）。
備。申請通過之教師應
於減授鐘點的學期結束 3. 103 年 2-7 月計有 3 位
教師執行升等免授課
後一年內提出升等。
計畫（須於 104 年 7
月 31 日前提出升等）
。
為建立學術交流平臺， 鼓勵本校各單位舉辦具 補助舉辦 17 場學術會議，包括 無
提升學術研究風氣，補 前瞻性、建設性及有助於 國際學術會議 7 場、兩岸學術
助各教學單位申請辦理 提升本校學術水準之國 會議 3 場、跨校學術會議 7 場，
際、兩岸或跨校學術會 參與人次約 3,214 人次。
各類型學術研討會。
議，預期補助 12-16 案。
補助師生出席國際學術 鼓勵研究風氣，提升本校 鼓勵研究風氣，提升本校國際 無
活動。
國際學術地位，並促進國 學術地位，並促進國際文化交
際文化交流，預計科技部 流，本年度獲科技部補助通過
補助 6-10 案，本校補助 件數較多（8 案），故向學校申

104 年度
預期效益

1. 因本校新進助理教授減
授鐘點辦法自 102 學年度
起廢止，所有執行本案之
教師，最晚須於 104/07/31
前完成發表論文。
2. 預計 2 人存入減授點數。
依規定減授鐘點項目分
為下列二類：
(1) 教師可自行選擇請領獎
勵金等費用或折算減授
點數。
(2) 經由本校減授鐘點帳戶
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核給減授點數。

103 年度投入經費
使用獎補助
總經費
使用獎補助
經費之比率
(元) (A) 經費(元) (B)
(B/A*100%)

81,080

81,080

100.00

383,240

383,240

100.00

4,077,294

802,856

19.69

746,058

226,111

30.31

因本校鼓勵教師升等免授
課辦法自 102 學年度起廢
止，所有執行本案之教師，
最遲須於 104 年 7 月 31 日
前提出升等。

鼓勵本校各單位舉辦具前
瞻性、建設性及有助於提升
本校學術水準之國際、兩岸
或跨校學術會議，預期補助
12-16 案。
鼓勵研究風氣，提升本校國
際學術地位，並促進國際文
化交流，預計科技部補助
6-10 案，本校補助 20-22 案

中程校務計畫
獎補助
行動
分項計 目標 策略
方案
畫名稱
活動

鼓勵
整合
研究
五、 提升 延攬
延攬 教學 優良
優良 品質 師資
師資

補助
投稿
學術
期刊
發展
傳播
特色
研究
增聘
優秀
師資

落實
環保
節能

六、
完善 塑造 建置 確保
校園 優質 永續 校園
環安 校園 校園 安全
衛管
理

103、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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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
預期效益
20-22 案

103 年度
執行成效

未達
成效
原因

104 年度
預期效益

103 年度投入經費
使用獎補助
總經費
使用獎補助
經費之比率
(元) (A) 經費(元) (B)
(B/A*100%)

請補助案件數較少（17 案）。

專任教師如投稿於須收 提升本校教師於國、內外 補助投稿學術期刊 22 案，其中 無
費之學術期刊，得申請 學術期刊之論文投稿率 15 篇已刊登於期刊上。
全額補助投稿費、審查 及刊登率，預計補助
12-16 案。
費及刊印費。
開展學術研究之創新， 預 計 補 助 各 系 所 執 行 補助 12 個各系所單獨或聯合辦 無
推動傳播特色研究，例 15-20 場「發展傳播特色 理 9 場工作坊，主題為「如何
將傳播理念融入各學門」。
如，健康傳播、科學傳 研究工作坊」活動。
播等。
二年內新聘教師人事費 102 學年度新聘 8 位專任 101 至 103 年度新聘專任教師共 無
教師，103 學年度擬聘 6 計 29 位，其中有 20 位新聘助
理教授以上教師之薪資使用本
位專任教師。
經費。
1. 操場高空燈具汰換， 1. 汰換靠操場綠地之高耗能燈 無
1. 建置節能設施
操場高空燈具汰換、 節省電力約 3 成左右。 具汰換為節能燈具，以落實
各大樓緊急照明燈及 2. 每日提進行校園清潔 校園環保、節能減碳。
其他耗能燈具汰換、 維護及校園廢棄物清 2. 每日清除一般廢棄物，每周
全校節能風扇及吸排 運；每年度進行 2 次 六、日清除大型廢棄物，施
氣系統之設置、室內 全校大消毒及傳播大 作校區環保病媒防治，並針
空調控制面盤全面汰 樓地下室消毒 10 次； 對 舍 我 樓 中 餐 廳 、 便 利 商
舊換新。
每週進行 2 次植栽維 店、R 棟 3 樓、4 樓辦公室、
2. 校園清潔維護
護；每月進行 1 次垃 T 棟 T202 教學卓越中心等區
提 供 師 生 良 好 的 教 圾壓縮機保養。
域滅鼠作業，同時維護校園
學、學習空間。
綠地花卉種植暨園區花木，
垃圾壓縮機每月保養 1 次。
1. 校園安全維護
1. 校園安全維護
1. 校園安全維護
無
(1) 校園保險：全校每人 (1) 校園保險：全校每人 (1) 校園保險：全校每人 300 萬
體傷責任、每一意外事故
300 萬 體 傷 責 任 、
300 萬 體 傷 責 任 、
1500 萬體傷責任、每一意
1500 萬意外事故體
1500 萬意外事故體
外事故 300 萬財損責任。
傷責任、300 萬意外
傷責任、300 萬意外
(2) 校園監控安全補強：針對男
事故財損責任。
事故財損責任。
女生宿舍進行耐震評估，另
(2) 校 園 監 控 安 全 補 (2) 校園監控安全補強：
進行 2 次環山水保設施監
針對廣電大樓進行耐
強：定期進行山坡地
震評估，另進行 1-2
監測、建築物結構安
測及評估報告，每月進行環
次環山水保設施之監
全鑑定，以維護校區
山水保監測、水土保持設施
測及評估報告，及進
及校舍安全。
維護及每學期彙整監測報
行自動監測設備之每
(3) 消 防 設 備 與 飲 水 維
告書。擴充校園安全監控錄
月監測分析。維護全
護：每月執行消防設
影系統及門禁管制安全系
校磁式開關正常運
備及飲水機具設備
統，針對停車場安全，整合
作，並加各單位門禁
維護檢修
汽機車停車場停管系統，並
安全、安全監控攝影
2. 採購、租賃急救輔助
進行校內各大樓建築物公
機之不足、安全防盜
設備
共安全檢查。
系統、緊急壓扣通報 (3) 消防設備與飲水維護：各大
租賃「自動體外心臟
及停管設施維護等，
電擊器」作為急救措
樓輪流進行滅火器定期換

提升本校教師於國、內外學
術期刊之論文投稿率及刊
登率，預計補助 12-16 案。
預計補助各系所執行 15-20
場「發展傳播特色研究工作
坊」活動。

216,992

201,991

93.09

92,421

65,919

71.32

13,589,851

11,541,875

84.93

14,201,402

594,000

4.18

11,236,505

236,750

2.11

104 年度擬聘 5 位專任教師。

1. 操場高空燈具汰換，節省
電力約 3 成左右。
2. 每日提進行校園清潔維
護及校園廢棄物清運；每
年度進行 2 次全校大消
毒及傳播大樓地下室消
毒 10 次；每週進行 2 次
植栽維護；每月進行 1 次
垃圾壓縮機保養。

1. 校園安全維護
(1) 校園保險：全校每人 300
萬體傷責任、1500 萬意
外事故體傷責任、300
萬意外事故財損責任。
(2) 校園監控安全補強：針
對廣電大樓進行耐震評
估，另進行 1-2 次環山
水保設施之監測及評估
報告，及進行自動監測
設備之每月監測分析。
維護全校磁式開關正常
運作，並加各單位門禁
安全、安全監控攝影機
之不足、安全防盜系
統、緊急壓扣通報及停
管設施維護等，以維護
師生出入安全。
(3) 消防設備與飲水維護：

中程校務計畫
獎補助
行動
分項計 目標 策略
方案
畫名稱
六、
完善 塑造 建置 確保
校園 優質 永續 校園
環安 校園 校園 安全
衛管
理

103、104 年度
工作計畫內容

103 年度
預期效益

103 年度
執行成效

以維護師生出入安
施必要設備，以提供
全。
專業與非專業人士急
(3) 消 防 設 備 與 飲 水 維
救使用。
護：每月執行消防設
備及飲水機具設備維
護檢修
2. 採購、租賃急救輔助設
2.
備
即時對喪失意識者施
予急救，讓傷害降到最
低，並提升緊急救護品
質。
補助社團、系學會辦理 補助社團約 90 個，補助 1.
活動，重點培植社團， 辦理各類型活動 200 個，
舉 辦 社 團 指 導 老 師 研 辦理社團評鑑 2 場，重點
習，並購置社團器材設 培植社團 10-12 個，提升 2.
備，培養學生多元能力。社團活動企劃執行能力
及學生多元思考能力，提
升社團老師指導機制，協
助社團發展，扶植重點社 3.
團以提升活動品質與社
團幹部技能培養。

七、
推動
學生 培養 推動 激勵
事務 世紀 服務 社團
及輔 青年 學習 發展
導工
作

4.

5.

合計

未達
成效
原因

藥，保養消防設備及維修。
舉辦 2 次消防演練，包含大
型全校性演練，如消防地
震、土石流等防災演練。消
防設備維護每月 1 次，飲水
機設備維護每月 1 次。每三
個月作全校 1/8 台水質檢驗。
租賃急救輔助設備
採購後校門 AED，富邦捐贈
一台置於體育館 3 樓，於前
校門、管院與生輔組三處學
生聚集處放置租賃之 AED，
完成緊急救護網建置。
提升社團活動企劃執行能 無
力，提升社團老師指導機
制，協助社團發展。
每學期辦理社團評鑑 2 場，
共 64 個社團及 19 個系學會
進行評鑑，評選出特優社團
5 名、優等社團 5 名。
協助辦理系學會與社團活動
196 場次，參與活動 28,500
人次。辦理培植重點社團審
查，計 13 個社團獲選，共辦
理各類活動 32 場次，共 2,675
人次參與活動。
補助 11 個社團校外指導老
師經費，及辦理社團指導老
師研習營 1 場，34 人次參與
活動。另並配合「教育部推
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
防工作計畫」，邀請心理諮
商專業講師演講，增進社團
指導老師輔導學生之功能。
購置無線麥克風 1 台、繪圖
板 2 台、HD 攝影機 1 台、
數位單眼相機 1 台、無線對
講機 5 組、鋁合金 TRUSS
舞台架 1 座、PAR 投射燈 2
盞、佈告欄 2 座、展示架 1
組、戶外活動快速移動帳 5
頂等，供社團及系學會使用。

104 年度
預期效益

103 年度投入經費
使用獎補助
總經費
使用獎補助
經費之比率
(元) (A) 經費(元) (B)
(B/A*100%)

每月執行消防設備及飲
水機具設備維護檢修
2. 租賃急救輔助設備
即時對喪失意識者施予急
救，讓傷害降到最低，並
提升緊急救護品質。

補助社團約 90 個，補助辦
理各類型活動 200 個，辦理
社團評鑑 2 場，重點培植社
團 10-12 個，提升社團活動
企劃執行能力及學生多元
思考能力，提升社團老師指
導機制，協助社團發展，扶
植重點社團以提升活動品
質與社團幹部技能培養。

3,860,326

1,745,078

45.21

135,766,389

85,356,679

6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