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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4 年度私校獎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表3-2 世新大學104年度獎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特
色
面
向 

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卓越
教學 

強化
師資
陣容 

增聘
優秀
師資 

新聘教師人事費 
104 年度擬聘 5 位專任教師。 

1. 本項經費支用於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
新聘具有博士學位以上專任教師之薪
資，共計 10,539,615 元，占本校整體
補助經費 12.7%。 

2. 為強化師資陣容，104 年度新聘專任
教師 6 名。本校 103 學年度日間生師
比 23.41，全校生師比 25.58，皆符合
教育部之規定。 
 

無 10,730,942 9,893,442 92.20 

  豐富
教學
資源 

圖書
資源 

強化圖書資訊館藏 
1. 強化學科權威專業館藏，發展世界華
文文學、漫畫、本校教師及校友著作
之特色館藏。預估採購中日西文圖書
5,000 冊。 

2. 持續充實各類專業典藏性與非典藏
性期刊，促進學術發展。預估採購西
文期刊 383 種、中日文期刊 132 種。 

3. 提升資料庫品質及完整性，促進教學
研究發展，採購資料庫 55 種。 

4. 採購多國語文的學習基礎資料，提升
語文能力，邁向國際化。預估採購視
聽資料 350 件。 

5. 委外編目中文圖書 3,500 冊，以加速
流程，使圖書快速上架，維持圖書館
高品質服務。 

1. 強化學科權威專業館藏，發展世界華
文文學、漫畫、本校教師及校友著作
之特色館藏。採購中日西文圖書 5,635
冊。 

2. 持續充實各類專業典藏性與非典藏性
期刊，促進學術發展。採購西文期刊
383 種、中日文期刊 132 種。 

3. 提升資料庫品質及完整性，促進教學
研究發展，採購資料庫 55 種。 

4. 採購多國語文的學習基礎資料，提升
語文能力，邁向國際化。採購視聽資
料 391 件。 

5. 委外編目中文圖書 4,635 冊，以加速
流程，使圖書快速上架，維持圖書館
高品質服務。 

無 32,139,850 30,817,686 95.89 

    充實法學與智慧財產權資料中心 
法學與智慧財產權資料中心使用人次
預計 2,800 人次，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成效，強化學生專業知能與就業競
爭力，並提高學生證照考試錄取率。 
 

104 年 1 月至 12 月，法學與智慧財產權
資料中心共計 6,898 人次入館使用。 

無 617,009 600,653 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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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面
向 

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卓越
教學 

豐富
教學
資源 

圖書
資源 

擴充圖書館資訊系統加值服務 
提升圖書館資料庫軟體教學支援服務
及電子書展示區平板電腦裝置管理效
能。增加系統薦購資料批次建檔與複本
查核增加圖書館訊息及宣傳推廣管
道，提升館藏資源預約、借閱率、回館
率，並減少讀者罰款率。 

1. 「新購管理平臺使用之筆記型電腦」
已服務 IOS 系統之圖書館讀者做資料
庫軟體講習、測試及電子書展示區平
板電腦裝置統一管理平台，提升讀者
滿意度。 

2. 增加系統薦購資料批次建檔與複本查
核已提升圖書館藏採購速度。 

3.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已汰換新硬體主機
設備並享有三年免費保固維護，系統
軟體作業平台已由UNIX轉移LINUX
升級，保固期滿後硬體維護費用與原
舊有硬體設備相較，維護費用已大幅
度減少。 

「讀者長期逾期

借閱清單查詢等

客 製 化 程 式 功

能」，因配合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資

訊安全考量，故

不執行。 
「汰換視聽區個

人電腦主機」，因

校內電腦設備整

體規劃，暫不執

行。 

1,270,850 1,236,850 97.32 

   優質
教室 

執行 e 化講桌改善工程、視聽設備維護
計畫、視聴家具耗材購置 
1. 提供全校教室的ｅ化講桌維修，包括汰

換 10 座ｅ化講桌，以維護上課品質。 
2. 更新汰換全校教室視聽珠光螢幕、麥

克風。 
3. 通識大樓研究生討論室改為視聽教

室，新增教室桌椅約 200 張。 

1. 已汰換 8 座ｅ化講桌。 
2. 汰換麥克風 26 套、珠光銀幕 11 幅等

設備，以維護上課品質。 
3. 將原先 6 間討論室(25 人)改為 3 間視

聽教室(88 人)，並新增教室桌椅共 264
張。以提升教學環境品質，達到有效
資源利用，使師生享有豐富資源學習
空間。 

部分講桌採用修

繕方式進行改善 

17,754,285 2,292,280 12.91 

   電腦
教室 

更新教學電腦設備 
汰換 M306 電腦教室 61 台、S404 電腦
教室 69 台、第二代ｅ化講桌主機 55
台；新增 L4F 電腦教室 80 台、L1F 公
用電腦區 36 台個人電腦；加裝 S305 電
腦教室 61 顆固態硬碟；維護 CB1030、
J102、J307 專業電腦教室。 

已汰換 M306 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61 台、
S404 電腦教室個人電腦 69 台、第二代
ｅ化講桌個人電腦 55 台；新增 L406 電
腦教室個人電腦 80 台、L1F 公用電腦區
iMac 18 台與 All-in-One PC 18 台，合計 
36 台，於 S305 電腦教室個人電腦加裝
固態硬碟計 61 顆，並已與廠商簽約維護
CB103、J102、J307 三間專業電腦教室。 

無 13,159,178 13,007,471 98.85 

   實習
設備 

擴充電視攝影棚、擴充影音專業實習器
材 
維護電視攝影棚各項專業教學及實習
設備，產出 30 集以上新聞、綜藝、座
談節目。 

妥善維護電視攝影棚暨燈光各項專業教
學及實習設備，提供教學實習，產出新
聞、綜藝、座談節目 60 集。 無 8,997,747 7,670,518 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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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面
向 

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卓越
教學 

豐富
教學
資源 

實習
設備 

購置廣電製作專業軟硬體設備、購置專
業設備 
購置電影攝製設備，提供碩士班畢業製
作 3 部、專題研究 2 部、數位影音創作
2 部作品使用，大學部畢業製作 4 部、
大三電影製作 4 部，共 15 組（250 人次）
拍攝使用。數位影音創作軟體搭配數位聲
音製作等 3 門課程，預估 180 名學生使用。 

購置數位電影攝影機 2 組，提供系所學
生數位影片教學實習使用。 

因學校整體設備

採購評估，至 104
年 10 月中設備方

購置驗收完成，

目前正進行初期

教育訓練，104 年

12 月底提供學校

作業實習拍攝。 

   

    強化圖文傳播教學專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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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採購數位相機 5 套、攝影棚背景布 6
支、色彩導表 3 張，攝影棚用之燈光
延伸桿、控光組、大型攝影台、背景
鏈條組、腳架及外接閃光燈等設備，
提供攝影專業課程教學實習使用。 

2. 購置 2 組防潮箱及除濕機，避免專業
相機及設備因環境潮濕造成損壞。 

3. 配合課程教學陸續採購暗房用之底
片、藥水；電子出版實驗室用輸出用
紙、碳粉墨水匣；網版印刷用之印墨
等實習耗材,提供攝影、設計、印刷、
出版、畢業製作等專業課程教學實習
使用，104 年度約 960 名學生使用。 

無    

    提昇學生實習設備 
強化資訊傳播專業實驗室設備，購置
Altova XML Spy Professional Edition 軟
體、數位內容策展編輯平臺、汰換廣播
教學系統、電腦及影像處理工作站。 
1. 搭配資傳系專業實習課程使用包含

網頁設計、影像處理、數位策展等課
程，實驗室使用達 1,200 人次。 

2. 提供大四畢業專題製作 10 組學生使
用，共計 55 人。 

1. 搭配資傳系專業實習課程使用包含網
頁設計、影像處理、訊息設計、數位
策展等課程，實驗室使用約 1,200 人
次。 

2. 大四畢業專題製作 10 組學生使用，共
計 55 人。 無    

    開設人體動態素描課程、更新錄音室設
備、更新專業實驗室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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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聘請專業人體模特兒，使學生熟悉素
描等手繪技巧，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學
生學習績效。於相關課程如：人體動
態素描中（1班，70人）實際教授素描
操作，每週每位同學由老師指導完成
作品，期末可產出至少 140 件作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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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面
向 

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卓越
教學 

豐富
教學
資源 

實習
設備 

 2. 更新汰換錄混音專用電腦、新購錄音
監聽控制、混音控制器等設備，提升
創作品質。由因校配樂設計（3班，139
人）課程增加學生實際操作經驗，每
班分組實作於期中、末每組各完成 2
件作品，期末可產製 20 件作品。 

    

    購置顯示科技學程設備、購置學生實習
課程耗材及設備 
購置資管系相關課程教學所需軟硬體
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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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780 人次；
顯示科技學程開設 20 門課程，學生
1,000 人次；智慧生活學程開設 8 門課
程，學生 400 人次。 

資管系企業資源規劃學程開設 15 門課
程，參與課程學生 956 人次；產業電子
化學程開設 13 門課程，參與課程學生
825 人次；顯示科技學程開設 20 門課
程，參與課程學生 1,105 人次；智慧生
活學程開設 8 門課程，參與課程學生 520
人次。 

無    

    租用財經資訊系統及更新電子金融運
算系統 
配合財金系及企管系課程與全校投資
競賽使用系統，約 1,000 位學生上課使
用，瞭解臺灣證券市場制度與實務，以
充實證券金融知識，建立正確投資理財
觀念。學生學習成效良好，參與輔仁大
學「2015 第九屆海峽兩岸外匯模擬投資
競賽勇奪投資組第 4 名並榮獲「外匯研
究報告競賽獎」，為該校創賽以來首位
雙料得主。 

1. 租用財經資訊系統：培養學生熟悉國
內外總經指標的資料建置，及對於技
術面與籌碼面的分析，激發學生興趣
並積極參與校外競賽，如參與校外
「2015 第九屆海峽兩岸外匯模擬投
資競賽」勇奪投資組第四名並榮獲
「外匯研究報告競賽獎」，為該校創
賽以來首位雙料得主；榮獲僑光科技
大學主辦之「第三屆全國大專盃財金
社團投資競賽」冠軍，及參與經濟日
報之外幣預測王活動並獲刊登。 

2. 更新電子金融運算系統：配合投資學
（3 班，3 學分）、企業實習（103 下
學期 1 學分、104 上學期 3 學分）、證
券投資實務（上、下學期各 3 學分）、
證券市場分析（3 學分）及金融市場
分析（3 學分），實際教授系統操作。
並舉辦全校模擬投資競賽，培養學生
具有實務投資操盤技巧，申請 1,920
組競賽帳號提供學生使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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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面
向 

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卓越
教學 
 

豐富
教學
資源 
 

實習
設備 
 

ABACUS 系統租用、維護及實習設備
購置 
觀光系開設相關課程 2 門(減少原因:觀
光地理資訊系統課程未開課)，計 95 人
次修習，強化學生考取相關證照能力。
考取證照 59 張。 
 

1.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 4 門相關課
程，計有修課人數 208 人。使用觀光
地理資訊系統課程：觀光地理資訊概
論 3 學分 2 門、使用 ABACUS 課程：
航空票務管理 2 學分 1 門、使用餐旅
資訊系統課程：餐旅資訊系統 3 學分
1 門、考取證照 58 張。 

2.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 3 門相關課
程，計有修課人數 128 人。使用觀光
地理資訊系統課程：地理資訊應用實
務 3 學分、畢業專題 4 學分、使用
ABACUS課程：航空客運管理 2學分。 

無    

    購置錄播音室設備 
提升世新電臺節目編製設備等級，提供
來自不同系所近240名實習生處理多元
影音文字資料。 

1. 廣播校內實習的學生共 165 人，參與
電臺節目製播的有 290 位同學，包括
公廣系、新聞系、口傳系、資傳系、
廣電系、數媒系、圖傳系、行管系、
觀光系、傳管系、中文系、英文系、
社心系、法律系、法研所。 

2. 廣播校內實習新聞組有 133 則記者採
訪的「即時新聞」，1-12 月新聞提要
約 81 篇；另有專題報導 27 篇、人物
專訪 7 則，新聞節目 5 集，文稿預定
PO 在電臺網站「午間新聞部落格」。 

3. 校內實習節目組同學製作現場節目共
114 集，隨選播放節目 37 集，電台節
目 jingle 76 則，讓同學落實廣播業界
製作節目的方法。網站節目線上每月
播出共 106 檔節目，隨選播放 85 檔節
目，累計共 9,166 集。 

無    

    強化體育課程資源、更新體育設備 
提供全校體育課程每學期興趣選項課
程 99 班，大一體育課程 44 班優質的課
程器材，提升學習效能，強化師生體適
能，預計 104 年體適能中心使用人次約
14,000 人次。 

1. 體育課合計開設 143 班，其中興趣選
項課程為 99 班，大一體育課程為 44
班。 

2. 桌球初級與桌球進階共開設 10 班、籃
球初級及籃球進階共開設 7 班、排球
初級及排球進階共開設 9 班、羽球初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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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面
向 

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卓越
教學 
 

豐富
教學
資源 
 

實習
設備 
 

 級及羽球進階共開設 11 班、網球初級
及網球進階共開設 10 班、壘球課共開
設 5 班、有氧運動課共開設 5 班、流
行舞蹈共開設 1 班、爵士舞共開設 4
班、社交舞共開設 4 班、國際民俗舞
蹈共開設 4 班、保齡球課共開設 2 班、
高爾夫球課共開設 2 班、彼拉提斯課
共開設 2 班、瑜珈課共開設 10 班、氣
功課共開設 1 班、國術課共開設 4 班、
太極拳課共開設 4 班、防身術課共開
設 1 班、適應體育課共開設 2 班，合
計 99 班。104 年度體適能中心使用人
數超過 37,000 人次。 

    

 
 

   更新創意研究實驗室 
汰換創意研究實驗室電腦主機及購置
耗材等，提供公廣系學生實作演練，以
提升參與競賽之學生人數、增加學生相
關設備的使用率，減少學生在輸出方面
的花費。 

公廣系學生經實作演練，已提升參與競
賽之學生人數，並獲得優異成績。 
1. 丁敬倫、楊曉彤、邱郁純、張軒誠、

莊智媛、蘇貞婷、蕭曼庭─2015 第二
屆味丹盃品牌創意競賽 /七喜 Big 
Lemon 行銷企劃案獲得第三名。 

2. 李若玫、丁沛盈、林意淑、楊佳焄、
陳柏維─2015 第二屆味丹盃品牌創意
競賽／青草良茶舖獲得佳作。 

3. 丁敬倫、黃筱筠、楊曉彤、林俐儀、
黃柔伊、陳胤慈─2015 校園創意策略
提案競賽／喜樂家族基金會獲得冠
軍。 

4. 謝東霖、蔣婉琳、夏芯、林俞伶、顏
岑晰─2015 校園創意策略提案競賽／
泰山獲得亞軍及電視置入特別獎。 

5. 賴勇吉、葉佳境、張維琦、黃凌暄、
賴資錡、鐘珈敏─2015 校園創意策略
提案競賽／玉山證券獲得優選。 

6. 韓紀譽、姜正炎、潘錦言、劉怡秋、
黃昱─2015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條馬
先生 Let's Try 獲得冠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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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卓越
教學 
 

豐富
教學
資源 
 

實習
設備 
 

 7. 林廷潔、陳怡蒨、林俞伶、曾筱鈞、
陳玟樺、顏岑晰─2015 校園公關提案
競賽／人人衛我 我衛食安獲得佳作。 

8. 黃新勉、江孟甄、林佑庭、吳芸婷、
張思瑜─2015 校園公關提案競賽／誰
是我們一生當中最相信的人獲得佳
作。 

9. 郭凱元─世新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標
語 LOGO 徵選競賽獲得貳獎。 

10. 陳澤盛─世新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標
語 LOGO 徵選競賽獲得佳作。 

11. 郭凱元、黃筱筠─第十五屆廣告金句
創作比賽／有才能，別放過任何可能
獲得特別獎。 

12. 顏岑晰─103性別友善廁所Logo競賽
/BOW-TIE 獲得第一名。 

13. 蔡紀葳、呂冠葶、莊舒晏、黃登昌─I
上圖書館微電影比賽/愛上賴柏瑞獲
得優等。 

14. 林俐儀、邱郁翔、張軒誠─How AR 
You AR 擴真實境創意挑戰賽/彩色出
你的生活獲得亞軍。 

15. 沈心亦、郭凱元、曾子瑄─「烽火下
的校園愛情」創意短片網路徵選大賽
/烽火下的十二星座獲得季軍。 

16. 林彥伶、沈庭容、陳舒揚、許競文、
吳咸融─I 上圖書館微電影比賽/偷能
者獲得佳作。 

17. 鄭子柔、黃瀞儀、蕭伃彤、王羽暄
─2015 淡水文化生活節-行銷創意提
案競賽/淡水追趕跑跳碰獲得亞軍。 

18. 林佩樺─2015世新大學英文即席演講
獲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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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卓越
教學 
 

豐富
教學
資源 
 

實習
設備 
 

維護專業電腦排版教室、強化教學實習
資源 
新聞系EDIUS專業影音剪輯軟體供《電
視新聞攝影與剪輯》、《電視新聞實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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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US 專業影音剪輯軟體分別安裝於
L406 電腦教室（71 套）、CB103 專業電
腦排版教室（37 套），提供《電視新聞
攝影與剪輯》、《電視新聞實作（二）》、《平
面排版實務》、《小世界實習》、《多媒體
與實作》等課程使用，修課同學共計 731
人次。 
 

無    

    推動英語文強化方案 
提供英語系學生線上使用英文寫作軟
體。 
提供英語系全系英語訓練相關課程所
有學生約 500 人次使用，為課程中學生
寫作輔助自我訓練之資源。 
系統於該學年間提供無限量寫作練習
次數。並由各科授課教師彈性配合課程
設計使用。 

Write to Learn 線上作文系統可協助諸多
英文文法細節與格式問題，也可幫助學
生自我練習自我成長。英語系計有 5 位
專任老師分別於外文英文、文法與句
型、英文作文、修辭學等 10 門課 17 個
班級使用Write to Learn線上作文寫作系
統，學生使用人次達 649 人。 

無    

   校園
網路 

校園網路骨幹升級 
加裝 802.11ac 無線網路基地台 23 座；
加裝高容量(400 人同時上網)無線基地
台 2 座；新增 L1F、L4F 電腦教室網路
設施。 

加裝 802.11ac 無線網路基地台 41 座。 
已新增高容量無線基地台 2 座。 
已建置圖書館電腦教室及公用電腦區網
路設施。 

無 6,595,369 2,935,846 44.51 

   雲端 
服務 

雲端服務資訊設備 
新增雲端伺服主機 4 台，提供師生 VDI
雲端服務，並以虛擬化方式集中整合老
舊伺服器，以達節能減碳之目的。 

已購置雲端伺服主機 4 台，以虛擬化方
式整併老舊伺服器，達成節能減碳之目
的。 
已提供 VDI 雲端服務，供師生隨時上網
借用。 

無 2,454,500 1,977,500 80.57 

   合法
軟體 

持續更新合法版權軟體 
簽訂 Microsoft、Adobe、Matlab 等一年
校園授權；購置 CB103 電腦教室還原
軟體、J102、J307、W401、L4F 電腦教
室廣播教學軟體。 
 

已簽訂 Microsoft、Adobe、Matlab 等一
年校園授權。 
已購置 CB103 電腦教室還原軟體。 
已購置 J102、J307、W401、L406 電腦
教室廣播教學軟體。 

無 6,634,485 6,309,485 95.10 

http://eas.shu.edu.tw/EAS/STU1/SC0102EDT.aspx?course_key=125239
http://eas.shu.edu.tw/EAS/STU1/SC0102EDT.aspx?course_key=125239
http://eas.shu.edu.tw/EAS/STU1/SC0102EDT.aspx?course_key=125921
http://eas.shu.edu.tw/EAS/STU1/SC0102EDT.aspx?course_key=125921
http://eas.shu.edu.tw/EAS/STU1/SC0102EDT.aspx?course_key=125239
http://eas.shu.edu.tw/EAS/STU1/SC0102EDT.aspx?course_key=12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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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研
究 
 

優質
研究 

傳播
貫穿
各學
門 

跨域
整合
型研
究 

補助整合型研究 
補助跨系所執行「整合型研究」計畫 1
案。 

研擬整合計畫計有公廣系賴正能老師乙
案獲得補助。 
104 年 1-3 月辦理申請作業，僅 3 位老師
報名未達成團人數，經評估本計畫過去
執行成效，未來擬轉型以鄰近東南亞姊
妹校為交流研習地點，目前尚在規劃並
與姊妹校洽談細節。 

1. 本校補助研擬

整合型計畫以

鼓勵對外爭取

經費補助整合

型計畫。 
2. 研習營報名人

數 不 足 以 成

團。 

64,242 29,997 46.69 

   傳播
特色
研究 
 

發展傳播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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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 12 場「戰爭與記憶」論壇。補助舍
我紀念館舉辦「抗戰勝利 70 周年--戰爭
與記憶」12 場大師級系列講座，涵蓋白
先勇、齊邦媛、齊錫生、劉維開、申曉
雲等重量級學者，每場座談會皆於漢聲
廣播電台播出及傳記文學雜誌專欄中刊
出；講座結合各領域專家，包括歷史、
文學、政治、經濟、性別、紀錄片等，
實已將本校傳播特色融入各系所學術領
域中。 
 

雖舉辦場次數量

未能達到原規劃

之 15-20 場，但每

場之規模、質量

與影響力而言，

已遠超過原始預

期。 
4,840,851 150,192 3.10 

研
究 
 

優質
研究 

提供
研究
資源 
 

補助
學術
研究
專案 

補助學術研究專案 
協助教師持續進行研究，累積學術研究
成果，提升本校研究生產力，厚植研究
能量，預計補助 8-10 案。 

本年度核定補助 5 案。 多數老師獲科技

部補助，而未向

學校申請。 947,058 856,868 90.48 

   補助
舉辦
學術
研討
會 

補助各單位舉辦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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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補助舉辦 10 場學術研討會。 鼓勵對外募款，

相對向學校申請

補助減少。 2,546,798 589,852 23.16 

  獎助
創作
發表 

補助
出席
國際
學術
活動 

補助教師及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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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補助共計 10 案，本校補助 24 案。 

無 837,371 237,031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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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研
究 
 

優質
研究 

獎助
創作
發表 

補助 
投稿 
學術 
期刊 

補助教師投稿國內、外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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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案。 

補助共計 12 案。 此項補助期刊審

稿費與刊印費，

教師不一定投稿

是類期刊。 
74,230 74,230 100.00 

輔
導 

宏觀
公民 
 

落實
關懷
教育 

服務
學習 

活化社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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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升社團活動企劃執行能力，培養學
生競爭力與多元思考能力，補助社團
約 90 個，辦理活動 210 個，並辦理社
團評鑑 2 場。 

2. 提升社團老師指導機制，協助社團發
展。 

3. 評選培植重點社團，經由評選會議決
議，共計 10 個社團獲選。 

4. 評選校外指導老師經費，經由評選會
議決議，共計 9 個社團獲選。 

5. 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設備請購辦法辦
理，調查社團所需，期望新添設設備
能讓社團有效使用，增加社團表演可
看性，並提升社團辦理活動精采度。 

無 3,495,201 1,766,614 50.54 

教
學 

宏觀
公民 
 

深化
精緻
學習 

基本
與專
業核
心能
力 
 

舉辦法律專業訓練活動、調查台灣ｅ股
民情緒指數 
1. 舉辦法律專業訓練活動 

(1) 透過實習法庭的演出，讓學生對我
國法庭的組成以及訴訟相關程序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預計辦理 2 場次
實習法庭演出。 

(2) 聘請律師進行訴訟輔導及相關法律
問題諮詢。本年度預計進行至少
10-15 人次之專業法律諮詢。 

2. 本計畫預計執行 27 次的 e 股民週情
緒指數調查報告，並將每次調查結果
公告於公開網站
http://blog.cnyes.com/My/shinfin，提
供研究者與業界分析使用。 

1. 舉辦法律專業訓練活動 
(1) 實習法庭均於第二階段辦理，103 學

年度第二學期共舉辦 2 場次實習法
庭（一場刑庭、一場民庭)。 

(2) 專業法律諮詢 104 年 1-12 月共計 41
人次申請。 

2. 每年獎補經費之規劃，係與全校年度
預算作業進行整體考量，配合學校各
年度施政重點，調整各單位計畫預算
分配，本計畫上半年執行 28 次的 e
股民週情緒指數調查報告，並將每次
調查結果公告於公開網站
http://blog.cnyes.com/My/shinfin，提供
研究者與業界分析使用。 

調查台灣ｅ股民

情緒指數下半年

因配合學校施政

重點，調整各單

位 計 畫 預 算 分

配 ， 故 停 止 調

查。 
1,483,767 197,500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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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教
學 

宏觀
公民 

培育
國移
動力 

語言
學習 

強化英語教學資源 
1. 新增數位影音光碟片，預計採購 10

片公播版片。 
2. 四間語言視聽教室定期維修保養費

用。 
3. 英檢軟體維護及修改。 

1. 已採購 9 部 11 片公播版片，提供進入
英語沉浸園內學生使用，借閱率為 76
人次。 

2. 維護四間語言教室，提供全校大一學
生英語聽講實習及日語聽講實習課程
使用，每週約 3,050 人次使用。 

3. 維護全校基本核心能力英語檢測，共
計 2,400 位學生聽力、閱讀及翻譯、
寫作檢測軟體正常運作。 

無 285,000 110,000 38.60 

其
它 

永續
校園 

建置
安全
友善
校園 

環保
節能 

建置節能設施、校園清潔維護、處理專
業教室廢液 
1. 操場高空燈具汰換，節省電力約 3 成

左右。 
2. 每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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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每週進
行 2 次植栽維護；每月進行 1 次垃圾
壓縮機保養。 

3. 處理圖傳系專業教室廢液。 

1. 建置世新大學全校各棟大樓既有「能
資源管理」設施，軟硬體系統整合及
升級工程，及 2 間示範教室節能系統
控制設置，以達自動調控、減少用電
浪費。 

2. 每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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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大樓等大樓地下室進行消毒 7
次；每週進行 2 次植栽維護；每月進
行 1 次垃圾壓縮機保養。 

3. 圖傳系每年清理專業教室廢液一次。 

操場高空耗能燈

具已於 103 年度

汰換完成。持續

進行其他節能設

施建置。 
13,483,163 1,798,926 13.34 

   校園
安全 

校園安全維護 
1. 校園保險：全校每人 300 萬體傷責

任、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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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園保險：全校每人 300 萬體傷責
任、1,500 萬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
萬意外事故財損責任。 

2. 校園監控及各項安全補強：針對廣電
大樓進行耐震評估、進行 1-2 次環山
水保設施之監測及評估報告，進行自
動監測設備之每季監測分析及校區
邊坡水土保持補強工程。維護全校磁
式開關正常運作，並增設體育館安全
監視攝影機系統及安全門禁卡機系
統、廣電大樓後棟攝影機及電訪中心
加裝安全監控錄影主機含數位攝影
機。 

無 10,948,934 226,75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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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面
向 

目標 策略 計畫 104 年度預期效益 104 年度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 
成效原因分析 

104 年度投入經費(單位:元) 

總經費 
(元)(A) 

使用獎補助
經費(元)(B) 

使用獎
補助經
費比率

(B/A*100%) 
其
它 

永續
校園 

建置
安全
友善
校園 

校園
安全 

3. 消防設備與飲水維護：每月執行消
防設備及飲水機具設備維護檢修 

3. 消防設備與飲水維護：每月執行消防
設備及飲水機具設備維護檢修。並委
託專業人員定期檢測改善，完成消防
申報及飲用水檢驗合格。 

    

總計 139,360,830 82,779,691 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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