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教學 主軸 A A1 

建置

生命

關懷

師培

訓所

需資

並促

進地

區高

中學

子體

驗生

死教

育課

程 

47 

質化：1.結合碩士班課程以利

推動生命關懷師培訓。

2.配合校外學分班開設

推動生命關懷師培訓。

3.完成生命關懷師課程

架構。4.透過教師研習及

課程觀摩培育冒險生死

教育師資。5.透過生死體

驗營活動讓地區高中學

子體驗生死教育相關議

題。 

質化：1.為提升生命教育，結合

碩士班/在職專班課程，及

配合校外學分班開設生

命關懷師培訓。2.完成建

置生命 關懷 師課 程架

構。3.藉由教師研習及課

程觀摩，以培育冒險生死

教育師資。4.藉由生死體

驗營活動，促使地區高中

學子體驗生死教育相關

議題。 

- 2.95 2.95 

202.19 3.90% 
量化：1.配合碩士班/在職專班

及學分班開設 3 門課。

2.舉辦教師研習 1 次、課

程觀摩 1 次、生死營 1
次。 

量化：1.已開設碩士班/在職專班

及學分班共 3 門課。2.舉
辦教師研習 1 次、課程觀

摩 1 次，並於寒暑假舉辦

生死營 1 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A A3 

電視

影棚

與器

材設

備費 

47 

質化：1.持續提高器材妥善比

例，維持學生習作器材

穩定且可用數量。2.增加

攝影器材數量與類型，

供應學生日漸增多對外

參賽與習作練習需求。

3.進一步穩定影棚訊號

顯示，改善影棚三機作

質化：1.持續不斷提升器材妥善

比例，並維持學生習作器

材穩定度及可用數量。2.
增加攝影器材數量與類

型，供應學生日漸增多對

外參賽與習作練習需求。

3.持續穩定影棚訊號顯

示，改善影棚三機作業各

16.28 18.78 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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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業各機色差。4.增加影棚

錄影檔案型態，改善學

生影棚作業數位檔案體

積與剪輯難度。 

機色差。4.增加影棚錄影

檔案型態，以改善學生影

棚作業數位檔案體積與剪

輯難度。 
量化：1.提高器材妥善比例，預

計開設 7 門課程，至少讓

250 位學生受益於改善器

材穩定。2.預估使用本案

增加之攝影機、燈光與

其他器材達 100 人次。

3.開設 2 門影棚相關課

程，預計使用新增影棚

器材達 70位學生。 

量化：1.提升器材妥善比例，開

設 7 門課程，共計 274 位

學生受益於改善器材穩

定。2.藉由本案所增加之

攝影機、燈光與其他器材

達 104 人次。3.開設 2 門

影棚相關課程，使用新增

影棚器材達 78 位學生。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A A5 
中文

能力

檢測 
48 

質化：提昇學生中文能力，並

裨益學生升學及就業之

生涯規劃，全校大一學

生進行中文能力檢測。 

質化：全校大一學生進行中文能

力檢測，以強化學生中文

能力，並裨益學生升學及

就業之生涯規劃。 

0.46 - 0.46 
量化：持續提昇學生中文能

力，預估完成中文能力

檢測率，至少達 95%以

上。 

量化：1.持續提昇學生中文能力， 
全校大一學生達 95%以上

完成中文能力檢測。2.104
年 6 月舉辦中文能力檢測

共有 1,128 位參加。 
成效達成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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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A A5 

推動

職涯

導師

及職

涯顧

問 

49 

質化：職涯顧問及導師針對學

生需求，協助學生早日

了解自我、規劃生涯及

未來就業方向，充分認

識就業市場，輔導學生

順利就業，提升學生就

業競爭力。 

質化：藉由職涯顧問及導師諮

詢，協助學生早日了解自

我、規劃生涯及未來就業

方向，以提升其自身之競

爭力及就業力。 

0.23 - 0.23 
量化：1.預估學生接受職涯導師

輔導諮詢次數至少 80 次

及 150 人接受輔導諮

詢。2.學生接受職涯顧問

輔導諮詢次數至少為 25
次及 120 人接受輔導諮

詢。 

量化：1.學生接受職涯導師輔導

與諮詢次數達 103 次，以

及 228 人接受輔導諮詢。

2.學生接受職涯顧問輔導

諮詢次數達 30次及 145人
接受輔導諮詢。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A A5 

平面

媒體

學用

合一

計畫 

50 

質化：1.透過發行給全台各類媒

體、相關系所、及部分

高中，以達交流觀摩目

標。2.同步產出的電子

報，更達傳播無遠弗屆

效果。 

質化：1.藉由發行雲報，以提高

本校知名度。2.藉由發行

給全台各類媒體、相關系

所、及部分高中，以達交

流觀摩目標。3.同步產出

的電子報，以達無遠弗屆

效果。 
10.32 3.97 14.29 

量化：1.雲報至少出刊 3 期。2.
畢業製作產出「小城大

事」雜誌達 1 本。3.雲報

電子報發行 3 期。 

量化：1.雲報 5 期。2.畢業製作雜

誌 1 本。3.雲報電子報 3
期。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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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A A5 

建置

產學

與實

務專

題製

作中

心 

51 

質化：1.運用多元化的素材養成

學生具備良好的溝通協

調、團隊合作的能力。

2.增進學生對專題製作

的瞭解，並增進學生專

題製作的執行能力。3.
建構學生專題製作的各

項基本概念。 

質化：1.良好的溝通協調、團隊

合作的能力。2.強化學生

專題製作與執行能力。3.
深化學生專題製作基本概

念，並提升其專業競爭力。 
量化：1.參訪產學機構 4 場、實

習成果發表 1 場及實習說

明會 1 場。2.辦理 6 場穿 
0.20 6.70 6.90 

量化：1.預計參訪產學機構至少

2 場。2.預計舉辦實習成

果發表至少 1 場。3.預計

舉辦實習說明會至少 1
場。 

戴裝置實測訓練。3.完成建置網

路平台系統及資料庫架構

1 套。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A A5 

參加

全國

學生

音樂

比賽 

51 

質化：1.提升學生音樂技巧。2.
增進師生情感。3.增強學

生自信心。 

質化：1.強化學生音樂技巧。2.
提升系上師生之情感交

流。3.增強本校學生演出

與演奏的信心與實力。 
 

6.44 - 6.44 
量化：1.預計舉辦絲竹樂比賽至

少 1 場。2.預計舉辦打擊

樂比賽至少 1 場。3.預計

舉辦國樂合奏比賽至少

1 場。 
 
 
 

量化：1.補助絲竹樂比賽 1 場。

2.舉辦打擊樂比賽 1 場。

3.辦理國樂合奏比賽 1 場。 
成效達成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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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A A5 

提升

專業

競爭

暨創

作展

演計

劃 

52 

質化：1.活化學生學習氣氛與增

進視野，提高專業能力

與業界認知。2.加強學生

對系所認同感，提振學

習信心與興趣。3.增加學

生實務操作之經驗累

積。4.提昇學生專業實作

技能之養成。 

質化：1.活化學生學習氣氛與增

進視野提高專業能力與業

界認知。2.強化學生對系

所認同感，並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與自信心。3.提
升學生專業實作技能養

成，並累積學生實務操作

經驗。 
4.45 - 4.45 

量化：1.提供視媒系實習課程與

業界參訪活動使用。(至
少約 5 位以上學生前往

業界實習、業界參訪預

計舉辦 1~2 場)。2.提供

視媒系至少 15 門實作課

程、至少讓 130 位同學

實作材料使用。 

量化：1.提供視媒系 7 位學生前

往業界實習，並且舉辦 1
場業界參訪活動使用。2.
提供視媒系 15 門實作課

程、讓 130 位同學實作材

料使用。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A A5 

管理

學院

證照

輔導

中心 

53 

質化：1.辦理證照輔導諮詢活

動。2.辦理證照研習模

擬考照競賽活動。3.證
照輔導研習活動。4.證
照 競 賽 活 動 。

5.ABACUS 旅行社航空

票務定位系統。6.KL-
線上財金證照模考系統

更新及擴充。7.線上投

質化：1.藉由辦理證照輔導諮詢

活動，以增加同學參與考

照。2.舉辦證照研習模擬

考照競賽活動。3.辦理證

照輔導研習活動。4.證照

競 賽 活 動 。 5. 更 新

ABACUS 旅行社航空票

務定位系統。6.更新及擴

充 KL-線上財金證照模考

10.27 6.53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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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資教學互動系統更新及

擴充。8.銀髮族系統維

護費。 

系統。7.更新及擴充線上

投資教學互動系統。8.持
續維護銀髮族系統。 

量化：1.辦理證照輔導諮詢 2
場。2.辦理證照研習模

擬考照競賽 2 場。3.辦
理證照輔導研習 2 場。

4.辦理證照競賽 2 場。

5.辦理航空票務證照考

試至少 1 場。6.辦理

AHLEI 國際餐旅認證考

試1場。7.更新ABACUS
旅行社航空票務定位系

統 1 次。8.更新及擴充

KL-線上財金證照模考

系統 1 次。9.更新及擴

充線上投資教學互動系

統 1 次。10.維護銀髮族

系統 1 次。 

量化：1.辦理證照輔導諮詢、模

擬、研習及競賽各 2 場。 
2.辦理航空票務證照考試

1 場、AHLEI 國際餐旅認

證考試 1 場。 3. 更新

ABACUS 旅行社航空票

務定位系統 1 次、更新及

擴充 KL-線上財金證照模

考系統 1 次、更新及擴充

線上投資教學互動系統 1
次、維護銀髮族系統 1 次。 
4.文創系辦理證照輔導諮

詢於 104 年 12 月 13 日舉

辦證 Office2013 照輔導

班，共計 28 位學生參與。 
5.文創系辦理證照研習模

擬考照競賽 1 場。6.企管

系辦理證照輔導研習 1 場

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舉辦

專案管理Project電腦技能

講習，共計 20 位同學參

與。7.企管系辦理證照競

9 
 



 

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賽已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

舉辦 TQC Powerpoint 競
賽，共計 24 位同學參與競

賽。8.為有效提升學生專

業能力，並提高學校知名

度與考照通過率，各系已

舉 辦 之 證 照 考 試 為

「 Adobe Dreamweaver 
CS6 證照」、「TQC-OA 辦

公 軟 體 應 用 類 -Excel 
2010」、「Microsoft Office 
2013」、「企業電子化規劃

師-企業資源規劃」等證照

考試。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A A5 

廣播

學用

合一

計畫 

53 

質化：1.透過基礎訓練，讓每

位同學可學習自控、自

播廣播節目。2.訓練口語

清晰的表達訊息。3.學習

企畫、編播、製作廣播

節目。4.透過網路傳輸節

目，交流的範圍更廣。 
 

質化：1.透過基礎、與進階課程

的訓練，促使同學學習自

控與自播廣播節目之能

力。2.訓練口語清晰的表

達訊息。3.藉由嘉義之音

電台及網路實習電台，以

培育學生學習企畫、編

播、製作廣播節目。4.透
過網路傳輸節目，交流的

範圍更廣。 

4.27 5.80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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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量化：1.提供至少 20 集節目，

於嘉義之音電台每週日

播出 1 小時「傳播 E 世

代」節目。2.上傳網路實

習電台至少 10 類 160 個

節目。 

量化：1.提供 20 集節目，於嘉義

之音電台每週日播出 1 小

時「傳播 E 世代」節目。

2.上傳網路實習電台 10 類

160 個節目。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A A5 

學生

成果

發表

計劃 

55 

質化：1.增加學生學習藝術企

劃、執行經驗。2.增加學

生舞台展演經驗。3.增加

學生自信心、團結心。 
 

質化：1.累積學生學習藝術企

劃、執行經驗，並增加其

實作能力。2.增強學生舞

台展演經驗。3.強化學生

自信心與團結心。 

29.05 75.09 104.14 
量化：校內外活動演出至少10

場。 
量化：1.校內外活動演出14場。 

2.增建新工坊『創意模型

工坊』完工，增進教學品

質，學生實作能力增加。 
3.提供 7 堂課程、3 位老師

授課、202 位學生上課。 
成效達成率達 100%。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A A5 

畢業

公演-
戲偶

的生

命故

事敘

說 

55 

質化：發揮個人所長與團隊精

神，將所學幼教專業知

識與技能展現於戲劇

中，利用具豐富的教育

意義的戲劇內容，傳達

生命意義與肯定自我價

值。 

質化：藉畢業公演，強化學生團

體合作能力、藝術創作及

口語表達能力，並將所學

幼教專業知識與技能展現

於戲劇中，透過具豐富教

育意義的戲劇內容，以傳

達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 

0.16 -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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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量化：預計大四同學於校內外

公演至少 3 場次。 
量化：大四同學於校內外公演 3

場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A A5 

職涯

輔導

活動

費 

56 

質化：開設證照輔導班之目的

為協助學生在學期間考

取專業證照，提升專業

知識及技能。以利畢業

後進入職場工作能更順

暢，期望對未來就業無

縫接軌。 

質化：開設證照輔導班，以協助

學生在學期間考取專業證

照，提升就業競爭力。希

冀同學未來就業能無縫接

軌，順利進入職場工作。 
 0.25 - 0.25 

量化：辦理證照輔導班，預估

證照考取補助至少 400
張。 

量化：舉辦證照輔導班，已有證

照考取補助 452 張。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B B2 

成年

禮-生
命教

育講

座計

畫 

57 

質化：1.透過成年禮的系列活

動，協助同學了解自我

存在的價值與成長的意

義；且藉由成年禮的活

動及課程，有助於學生

在學習專業課程前，重

新認識自我，以預先調

整至一個較良好的學習

態度，迎接每一階段的

考驗。2.邀請家長與師長

座談，了解學生在學校

學習及生活狀況。 

質化：1.藉由成年禮的活動及課

程，有助於學生在學習專

業課程前，重新認識自

我，以培育良好的學習態

度，並透過成年禮的系列

活動，協助同學了解自我

存在的價值與成長的意義

2.透過辦理家長與師長座

談，瞭解學生在學校學習

及生活狀況。 
 

0.22 - 0.22 138.91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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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量化：1.舉辦成年禮踏青活

動，達 1000 人次參與。

2.各類成年禮系列活動

參加學生人數達 1200
位、參加家長人數預計

達 500 位。 

量化：1.辦理成年禮踏青活動，

共計 1,193 人次參與。2.
各類成年禮系列活動參加

學生人數達 1,153 位。 
平均成效達成率達 100%
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B B2 

服務

教育

課程-
服 

58 

質化：1.藉由活動參與強化學

生自發性的志工服務參

與。2.大一生及重修生平

日以午晚排班，共同維

護校園環境整潔及資源

回收工作。 

質化：1.透過參與活動，強化學

生自發性的志工服務意

願。2.大一生及重修生平日

以午晚排班，共同維護校

園環境整潔及資源回收工

作。 

5.63 5.00 10.63 

量化：1.至少辦理 2 場次校外

志工服務活動 (西螺武

藝+佛首)，達 180 人參

與。 2. 每學期至少有

1000 名學生共同維護校

園環境整潔及資源回收

工作。3.志工服務報名人

數預計達 1000 位。 

量化：1.辦理 2 場次(西螺武藝+
佛首)校外志工服務活動，

共計 259 人參與。2.每學期

有 1,400 名學生共同維護

校園環境整潔及資源回收

工作。3.自發生參與志工服

務報名人數達 1,209 位。4.
期初至各班進行服務教育

課程規定宣導，辦理 20 場

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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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B B2 

服務

學習

內涵

課程

經費-
服 

58 

質化：1.培養學生的社會參與

及公民責任、服務技

能、專業知識。2.藉由服

務與反思活動之過程加

強師生之間的互動、讓

學生獲得正向的成長經

驗，促使其繼續投入社

會服務。3.藉由服務活

動，將校譽推廣社區，

產生互助、互惠及正向

意象。4.「服務學習」強

調「服務」與「學習」

的相互結合，在服務的

過程中獲學習成效，使

得學生、學校及社區發

生改變與進展。 

質化：1.深化學生社會參與及公

民責任，並培養其服務技

能、專業知識。2.透過服務

學習的反思與服務活動，

以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

3.讓學生獲得正向的成長

經驗，促使其繼續投入社

會服務。4.透過服務學習活

動，以提高校譽並推廣至

社區，以產生互助、互惠

及正向意象。5.強調「服務」

與「學習」的相互結合，

以促使學生、學校及社區

等三端在服務的過程中獲

得互利之成效。 

28.29 0.08 28.37 

量化：1.持續維持教學品質，

至少開設 25門服務學習

內涵課程。2.至少辦理 2
場研習活動及 1 場期末

成果活動。 

量化：1.已開設 30 門服務學習內

涵課程，以持續維持教學

品質，共計 1100 位同學修

課。2.舉辦 3 場研習活動及

1 場成果活動。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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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B B2 
多元

學習

計畫 
59 

質化：1.落實學生社團之運

作。2.促進學生課外活動

學習。3.培養學生競爭技

能。 

質化：1.強化學生社團之運作與

落實。2.透過課外活動學

習，以培育團隊能力。3.
培養學生活動策畫能力與

競爭技能。 

9.30 - 9.30 

量化：1.聘任社團校內指導老

師預計 60 人。2.外聘社

團指導老師預計 15 人。 

量化：1.聘任社團校內指導老師

64 人、外聘 12 人。2.南華

大學及佛光大學社團交

流、寒假教育優先區情講

習、全社評社團自評活

動、全國社團評鑑、學生

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暑

假夏令服務活動、社團博

覽會、南華新生大道-新生

盃歌唱大賽各 1 場。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B B5 

參與

校外

競賽

獎學

金 

59 

質化：持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校外各類競賽，以開發

學生潛能與創意，激發

學生之榮譽感與進取

心，提升本校知名度。 

質化：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各類競

賽，開展學生創意與潛

能，激發學生之榮譽感與

進取心，提升本校知名度。 
 1.90 - 1.90 

量化：1.參加全國競賽至少 30
件。2.競賽獲獎預估達 5
件。 

量化：1.參加全國競賽共計 38
件。2.競賽獲獎達 10 件。

3.辦理英語演講競賽為 3
場/211 人次，辦理英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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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唱比賽、朗讀比賽、劇本

朗讀比賽、童謠朗讀比賽

各 1 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B B5 
創業

競賽

活動 
60 

質化：1.提升大學校院創新創

業課程規劃品質遴聘具

創業或競賽經驗之專家

協助學生組成團隊，並

指導學生創業與參加創

業競賽，將創新與創業

課程納入通識教育課

程，奠定學生創業基本

觀念提升學生對創業意

願。2.培育具有創新創

業之企業家精神人才辦

理微型創業計畫徵選，

擇優錄取具有創業創新

性之個案委派業師進行

輔導。3.持續辦理創業

講座及創業楷模座談，

透過創業成功過程與經

驗之分享，達成就業無

縫接軌的目標。4.建置

校園創新創業課程、業

界師資輔導及實作之創

質化：1.遴聘具創業或競賽經驗

之專家協助學生組成團

隊，並指導學生創業與參

加創業競賽，將創新與創

業課程納入通識教育課

程，奠定學生創業基本觀

念，提升學生對創業意

願。2.培育具有創新創業

之企業家精神人才辦理

微型創業計畫徵選，擇優

錄取具有創業創新性之

個案委派業師進行輔

導。3.持續辦理創業講座

及創業楷模座談，透過創

業成功過程與經驗之分

享，達成就業無縫接軌的

目標。4.建置校園創新創

業課程、業界師資輔導及

實作之創新創業課程模

組，以建立創新創業典範

課程。 

1.65 -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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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新創業課程模組，以建

立創新創業典範課程。 
量化：1.專題競賽至少 20 隊。

2.辦理創業工作坊達 8
場。3.辦理創業培訓課

程達 5 門。4.延聘產業

專家參與課程至少 8 人

次。5.辦理創業楷模講

座及創業座談會至少 2
場次。6.辦理創業培訓

課程至少 4 門。7.參與

創業競賽隊伍至少 10
隊。8.培育具創新創業

專業知能學員 20 人。9.
課程學員參與創新創業

實作模擬 1 個團隊。 

量化：1.專題競賽 24 隊。2.辦理

創業工作坊 5 場。3.辦理

創業培訓課程 7 門。4.延
聘產業專家參與課程 8 人

次。5.辦理創業楷模講座

及創業座談會 12 場次。

6.辦理創業培訓課程 7
門。7.參與創業競賽隊伍

共計 13 隊。8.培育具創新

創業專業知能學員 77
人。9.學員參與創新創業

實作模擬 1 個團隊。 
成效達成率達 100%。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B B5 

獎補

助款

學生

事務

經費-
課 

61 

質化：1.提供學生良好環境，

購置相關設備供學生運

用。2.舉辦活動，推動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質化：1.購置相關設備，以建置

優質環境。2.辦理各類大

型社團活動，以落實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之推動。 
46.27 36.16 82.43 量化：1.活動部分辦理績優社

團自評活動至少 1 場、

參加全國大專社團評鑑

至少 1 次(優等 1 面)、績

優校內社團頒獎典禮至

量化：1.活動部分辦理績優社團

自評活動 1 場、參加全國

大專社團評鑑 1 次、績優

校內社團頒獎典禮 1 場及

夏日營隊授旗 1 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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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少 1 場及夏日營隊授旗

至少 1 場、學生議會幹

部訓練至少 1 場。 
2.硬體部分計有劍道社

護具維護 3 套、社團印

章製作 5 個、音響維修 1
批及添購熱音社設備 3
個、縱鶴拳書籍 1 本、

麥克風 2 支、對講機 1
支、耳機 10 個、校內佈

告欄增設玻璃推拉門設

施 10 座。3.活動部分預

計辦理各類大型社團活

動 6 場次。4.硬體部分預

計添購無線擴音機（大）

1 台、大燈 5 個、魔術社

道具 1 個、管樂社樂器 1
個、社團印章製作 80
個、桌上遊戲決鬥社器

材 1 個、社團標示牌 60
個。 

議會幹部訓練 1 場。2.硬
體部分添購無線擴音機 1
台、大燈 5 個、魔術社道

具 1 個、管樂社樂器 1 個、

社團印章製作 80 個、桌上

遊戲決鬥社器材 1 個、社

團標示牌 60 個、劍道社護

具維護 3 套、音響維修 1
批、添購熱音社設備 3
個、縱鶴拳書籍 1 本、麥

克風 2 支、對講機 1 支、

耳機 12 個、購買舞台燈飛

舞集舞衣 2 件、管樂社-
低音號 1 個、桌上遊戲決

鬥社教具 5 個、咖啡研習

社咖啡器具 2 個、魔術社

表演行動演箱 1 個、棒壘

社棒球器具 6 組、校內佈

告欄增設玻璃推拉門設施

10 座、學生活動使用之擴

音機 4 台、緣起樓社團辦

公室鑰匙配鎖、活動用相

機 1 台、活動用彩色雷射

印表機、鋼製活動櫃、鋼

製玻璃開門櫃、鋼製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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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櫃、無線對講機、學生社

團心理諮商使用雙人沙發

椅、桌上型電腦與筆電、

歐姆龍健太郎隧道式血壓

計及社團辦公室除濕機 5
台。3.辦理大型社團活動 6
場。4.社團櫃子更換鎖頭

共 41 個。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B B5 
學生

週 62 

質化：1.藉由學生參加校外活

動，以提升其活動力。

2.以學生為主體之學生

週系列活動。3.提升各系

學生辦理活動能力。4.
進而促進整體校園活

絡。 
 

質化：1.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活

動，以提升其生命力與活

動力。2.辦理以學生為主體

之學生週系列活動，以提

供其多元學習。3.強化各系

學生辦理活動之策畫能

力。4.藉由辦理相關競賽與

活動，以促進校園活絡。 
4.40 - 4.40 

量化：1.全國幼幼盃比賽，至

少 40 人參與。2.辦理達

20 系學會學生週活動。 

量化：1.全國幼幼盃比賽，50 人

參與。2.辦理達 20 系學會

學生週活動。3.舉辦期初、

期中、期末大會。4.舉辦校

外寫生比賽、文學展覽、

暑期幹部訓練活動各 1
場。5.舉辦 104 學年度大一

新生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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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研究 主軸 C C1 

文學

講座

駐校

作家 

63 

質化：1.各領域文學與文化的

傑出工作者至校，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開拓文

學視野。2.文化或文學的

傑出成就者，亦是學生

最好的業師。業師指導

學生進行實務操作與學

習，加強學生的專業

力，提昇就業力。3.藉由

各類人才至校交流，精

進教師教學的效益。4.
具有國際聲望或文學各

領域旳傑出人才到校，

提昇南華大學能見度。 

質化：1.邀請各領域文學與文化

之專家學者蒞校，以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開拓文學

視野。2.藉由文化或文學

的傑出成就者擔任業師，

以強化學生的專業力及提

升其就業力。3.邀請各類

文學領域之專業人才蒞校

互重與交流，以精進教師

之教學成效。4.邀請國際

聲望或文學各領域旳傑出

人才蒞校，以提升本校之

能見度。 
 

7.02 - 7.02 

2,812.92 54.19% 

量化：1.舉辦至少 2 場講

座，2 種系列工作坊(小
說神技練功坊至少 5 場

及「親愛的，你是個謎」

戲劇工作坊至少 5 場)共
計邀請 8 位講師。2.參與

學生預估達 400 人次。 

量化：1.舉辦 2 場講座，2 種系列

工作坊(小說神技練功坊 6
場及「親愛的，你是個謎」

戲劇工作坊 6 場)，共計邀

請 8 位講師。2.參與學生

達 441 人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研究 主軸 C C1 
提升

行政

教學

64 
質化：提升行政教學品質，強

化師資結構。 
質化：延攬優秀人才，改善師資

結構，以提升教學品質。 1,028.28 - 1,028.28 
量化：新聘 8 位助理教授以上 量化：1.本校 104 年度新進教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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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品質

人事

費 

師資，專任教師人數 222
人，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佔 99.1%。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

授 9 位，目前專任教師有

231 位，助理教授以上專

任教師佔全校專任教師的

比例為 99.56%，其中具有

博士學位者比例 91.34%。

2.104 年度專任教師升等

通過狀況如下：升等教授

通過 2 位，升等副教授通

過 6 位(其中包含 1 位以教

學實務成果升等通過者)。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研究 主軸 C C2 
建置

特色

館藏 
65 

質化：進行特色線裝書資源數

位化，厚植本校研究資

源數量，建立本校特色

研究資源。 

質化：針對特色線裝書資源進行

數位化，厚植本校研究資

源數量，建立本校特色研

究資源。 
0.90 - 0.90 

量化：1.邀學者蒞館鑑定書籍 1
次。 
2.線裝書室煙燻除蟲至

少 1 次。 

量化：1.已邀學者蒞館鑑定書籍 1
次。2.已完成線裝書室煙

燻除蟲 1 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 

研究 主軸 C C2 

強化

圖書

館軟

硬體

設備 

65 

質化：1.進行館舍空間、軟體

及硬體維護。2.確保館舍

空間、軟體及硬體設備

正常運作。3.提升讀者使

用率，創造美好閱讀環

質化：1.持續維護館舍空間、軟

體及硬體。2.確保館舍空

間、軟體及硬體設備正常

運作。3.透過自助借書機

提供全校教職員工自助借

13.35 130.35 1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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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境。4.透過自助借書機提

供全校教職員工自助借

書，可減少讀者排隊等

候時間，提升圖書館服

務品質，並不受限於開

館後半小時及閉館前半

小時不能借書之限制，

可延長借還書的服務時

間。 

書，可減少讀者排隊等候

時間，提升圖書館服務品

質，可延長借還書的服務

時間。 
 

量化：1.視聽區借閱較去年同

期成長 5%。2.入館人次

較去年同期成長 10%。

3. 自助借書機借書冊

數，佔所有借書冊數的

5%。 

量化：1.視聽區借閱較去年同期

成長 5%。2.入館人次較去

年同期成長 10%。3.自助

借書機借書冊數，佔所有

借書冊數 5%。 
成效達成率達 100％。 

研究 主軸 C C2 
圖書

及博

物 
66 

質化：支援校內各單位教學及

研究，提昇本館館藏，

以符合讀者需求。 
 

質化：購置圖書及博物，以支援

校內各單位教學及研究，

提昇本館館藏，以符合讀

者需求。 

554.89 913.21 1,468.10 量化：預計新購圖書 4,000 冊、

視聽資料 200 片、期刊

250 種、資料庫 5 種、報

紙 5 種。 

量化：購買紙本期刊 531 種、紙

本圖書 5,576 冊、視聽資

料 285 片、報紙 1 種、資

料庫 12 種、電子書 31 冊。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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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研究 主軸 C C2 
學術

期刊

裝訂 
67 

質化：1.進行館藏過期單本期

刊造冊及裝訂，保存館

藏期刊完整性，避免單

本過期期刊散佚。2.提供

館際合作服務，促進資

源共享。 

質化：1.裝訂與造冊館藏過期單

本期刊，以保存館藏期刊

完整性，避免單本過期期

刊散佚。2.持續提供館際

合作服務，促進資源共享。 
 

28.03 - 28.03 

量化：預計完成合訂本期刊裝

訂造冊達750冊。 
量化：合訂本期刊裝訂造冊達780

冊。 
執行成效達 100%以上。 

研究 主軸 C C3 

專任

教師

研究

獎勵

費 

67 

質化：1.提升本校學術知名

度。2.增進教師研究能

量。3.提升本校研究風

氣。 

質化：1.增進本校學術能見度。

2.強化教師研究能量。3.
提升本校研究氛圍。 

 
85.75 - 85.75 量化：1.補助 50 位教師發表期

刊研究獎勵。2.補助 2
位教師發行專書。3.補助

1 位教師展覽。 

量化：1.補助 54 位教師發表期刊

研究獎勵。2.補助 2 位教

師發行專書。3.補助 1 位

教師展覽。 
執行成效達 100%。 

研究 主軸 C C3 

教師

海外

學術

交流

費 

67 

質化：1.提升本校國際知名

度。2.增進教師研究能

量。3.提升本校研究風

氣。 

質化：1.增加本校國際知名度。

2.激勵並強化教師研究能

量。3.提升本校研究風氣。 
 14.21 - 14.21 

量化：補助 5 位教師出國發表

期刊論文。 
量化：補助 6 位教師出國發表期

刊論文。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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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研究 主軸 C C3 

補助

教師

校內

專題

研究

計畫 

67 

質化：1.鼓勵教師積極從事學

術研究。2.增進並發展本

校學術研究水準。3.提升

本校教師發表學術論文

風氣。 

質化：1.鼓勵教師積極從事學術

研究。2.增進並發展本校

學術研究水準。3.提升本

校教師發表學術論文風

氣。 
0.22 - 0.22 

量化：預計補助 65 件研究計畫

案。 
量化：補助 65 件研究計畫案。 

成效達成率達 100%。 

研究 主軸 C C3 

補助

教師

論文

印刷

費及

發表

報紙 

68 

質化：1.提升本校知名度。2.
增進教師發表能量。3.
提升本校研究風氣。 

質化：1.提升本校知名度。2.增進

教師發表能量。3.提升本

校研究風氣。 
3.53 - 3.53 量化：1.期刊印刷費補助 5 篇。 

2.至少補助 6 篇教師發

表報紙文章。 

量化：1.期刊印刷費補助 5 篇。

2.補助 6 篇教師發表報紙

文章。 
成效達成率達 100％。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C C4 

自然

醫學

(自然

療癒)
推廣

計畫 

68 

質化：1.增進學生實務力與就

業力。2.促進校內教職員

工及學生身心靈整體健

康。3.推廣自然療癒課程

及社區服務學習教育，

充實樂齡大學課程內

容。 

質化：1.強化學生實務力與就業

力。2.藉由辦理自然療癒

工作坊，以促進校內教職

員生之身心靈整體健康。

3.藉由推廣自然療癒課程

及社區服務學習教育，以

充實樂齡大學課程內容。 
3.64 13.55 17.20 

量化：1.預計開設園藝治療推

廣課程 4 場次。2.預計分

別辦理自然療癒工作坊

4 場次及專業證照班 3

量化：1.開設園藝治療推廣課程 4
場次。2.辦理自然療癒工

作坊 4 場次及專業證照班

3 場次，137 人次參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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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場次，至少 100 人次參

與。 
開設園藝治療推廣課程

(老人早療兒童)2 場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C C4 

實習

補助

(一)優
質企

業參

訪 

69 

質化：帶領學生至相關企業進

行參訪，提昇本校學生

職涯知能，以補強校內

學習理論並落實職場參

與。 

質化：藉由安排並帶領學生至相

關企業進行參訪，以提升

本校學生職涯知能，同時

強化學習理論，並落實職

場之實務參與。 

11.62 - 11.62 
量化：1.預計舉辦 2 場參訪活

動，100 人次參與。 
量化：1.舉辦 4 場參訪活動，100

人次參與。2.辦理 4 場社

會參訪。3.補助一個社工

讀書會。4.舉辦 4 次團體

帶領活動。5.共計 41 位學

生參與實習、與 38 個機構

合作。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C C5 

Mola
電子

商務

交易

平台

計劃 

69 

質化：1.提升學生學習態度。

2.提升學生團體合作學

習之默契。3.提升學生相

互溝通學習的能力。4.
提升學生電子商務平台

經營的實務能力。 

質化：1.培養學生學習態度與興

趣。2.強化學生團體合作

學習的精神與默契。3.提
升學生相互溝通學習的能

力。4.強化學生電子商務

平台經營的實務與應用能

力。 

0.60 - 0.60 

量化：1.辦理校外參訪至少 1
場。2.補助學生出席台灣

量化：1.辦理校外參訪 3 場。2.
補助學生出席台灣經貿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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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經貿競賽，賽前媒合會

至少 1 場。 
賽，賽前媒合會 1 場。3.
至MOLA商務平台公司進

行參訪 1 次。4.辦理 5 場

職涯專業相關講座。5.學
生參加網路行銷技能競賽

獲第一名。6.學生參加網

路行銷技能競賽獲產品銷

售獎。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C C5 

產學

合作

業務

費 

69 

質化：1 教職員參加研習補助。

2. 教職員參加證照補

助。3.出國競賽。4.獎勵

計畫主持人促進本校與

公民營企業及機構進行

產學合作。 

質化：1.教職員參加研習補助。

2.教職員參加證照補助。

3.出國競賽。4.獎勵計畫主

持人促進本校與公民營企

業及機構進行產學合作。 
 

3.07 - 3.07 量化：1.預計補助教職員 20 人

共計參加 45 次研習。2.
預計補助教職員 5 人。

3.1 人兩次出國比賽。4.
預計產學合作達成 10
案。 

量化：1.補助教職員 21 人共計參

加 49 次研習。2.補助教職

員 5 人。3.2 人出國參與發

明展。4.產學合作達成 38
案。5.舉辦提升就業力演

講 3 場。 
成效達成率達 100%。 

學生

輔導

及就

主軸 C C5 
提升

學習

品

70 
質化：1.維護系上樂器。2.改善

系上樂器使用狀況與學

生學習環境品質。 

質化：1.持續維護系上樂器，以

提升學習品質。2.持續添

購與改善樂器等相關設

0.68 -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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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業情

形 
質，促

進產

學合

作計

劃 

備，以提供系所優質的學

習環境品質。 
量化：1.預計鋼琴調音 20 台。

2.預計添購攝影機電源

線 2 條。3.預計維修攝影

機 2 台、中音笙 1 台。 

量化：1.鋼琴調音 20 台。2.添購

攝影機電源線 2 條。3.維
修攝影機 2 台、中音笙 1
台。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D D1 
建景

系業

務費 
71 

質化：1.安排建築與景觀專題

演講。2.畢業設計成果

(含圖及模型)展示。3.
配合展場活動進行 DIY
製作，有草頭娃娃、猜

謎，增加現場參與感。

4.配合建景系 10 周年限

量 DIY 杯墊及吊飾活

動。5.遴選優秀作品及

邀請業界建築師進行榮

譽評。 

質化：1.舉辦建築與景觀專題演

講，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2.透過畢業設計成果

(含圖及模型)展示，以培育

學生合作學習與溝通能

力。3.配合展場活動進行

DIY 製作，有草頭娃娃、

猜謎，增加臨場參與感。

4.藉由建景系 10 周年限量

DIY 杯墊及吊飾活動，以

熱絡校園。5.邀請業界建

築師進行遴選優秀作品之

評選，以累積學生的比賽

經驗。 

5.17 - 5.17    
1,987.58  38.29% 

量化：1.預計舉辦專題演講 2
場。2.預計舉辦畢業設

計成果展達 21 組。3.預
計舉辦展場周邊活動 3

量化：1.舉辦專題演講 2 場。2.
畢業設計成果展達 21
組。3.展場周邊活動 3 天。

4.DIY 杯墊。5.吊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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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天。4.預計舉辦 DIY 杯

墊及吊飾活動 1 場。5.
預計舉辦 1 場榮譽評。 

榮譽評各 1 場。 
成效達成率達 100%。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D D1 

持續

更新

改善

教學

設備

及支

持系

所活

動 

72 

質化：1.提昇教學研究品質，

推動系務發展，加強競

爭力。2.藉由提供英文、

日文期刊雜誌閱，提升

學生學習英文之動機與

興趣，促進全校同學的

英文、日文能力，並促

進及聽、說、讀、寫的

技巧。雜誌與多媒體光

碟學習更可增加語言學

習之速度，服務學校師

生使用教材為以外的課

外閱讀文物。 

質化：1.藉由推動系務發展，以

提升教學研究品質及競爭

力。2.藉由提供英文、日

文期刊雜誌閱，提升學生

學習英文的動機與興趣，

促進全校同學的英文、日

文能力，並促進及聽、說、

讀、寫的技巧。3.透過雜

誌的閱讀與多媒體光碟學

習，以增加語言學習之速

度，服務學校師生使用教

材為以外的課外閱讀文

物。 

31.44 0.92 32.37 

量化：1.新購會議桌 20 張。 
2.新購折合椅 60 張。 
3.新購移動式白板 1 座。 
4.預計召開業務會議至

少 10 次。5.預計召開系

級課程會議至少 10 次。

6.預計召開院級課程會

議至少 2 次。7.預計召開

系級教評會議至少 3次。 

量化：1.新購會議桌 20 張。2.新
購折合椅 60 張。3.新購移

動式白板 1 座。4.召開業

務會議 12 次。5.召開系級

課程會議 11 次。6.召開院

級課程會議 3 次。7.召開

系級教評會議 3 次。8.召
開院級教評會議 3 次。9.
購買英文書籍 5 套及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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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8.預計召開院級教評會

議至少 2 次。9.預計購買

英文書籍 5 套及托福測

驗相關書籍 5 套。10.預
計整理維修教室S102之
講台。 

測驗相關書籍 5 套。10.
整理維修教室 S102 之講

台 1 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D D1 

旅遊

實務

課程

發展

計畫 

73 

質化：1.聘請業界專業技術人

員演講及開授相關課

程，提升學生實務知

能。2.增設實習教室設

備，藉此增強學生實作

能力。 

質化：1.邀請業界專業技術人員

蒞校演講並開授相關課

程，以提升學生實務知

能。2.增設實習教室設

備，藉此增強學生實作能

力。 13.33 - 13.33 
量化：1.預計辦理實務講座至

少 5 場。2.預計辦理校外

參訪至少 5 場。 

量化：1.辦理實務講座 5 場。2.
辦理校外參訪 5 場。3.37
位學生參與實習，與 34
個機構合作。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D D1 

健康

檢測

實驗

室教

學設

備添

購 

73-74 

質化：1.改善教學品質。2.提升

系所研究潛能。3.增進學

生知能與就業力。 
 

質化：1.增添教學設備，以改善

教學品質。2.透過健康檢

測實驗室教學設備之購

置，以提升系所研究潛

能。3.提升學生的專業知

能與就業力。 
 
 

22.99 174.68 1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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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量化：1.預計建置茶葉研究暨

天然物應用研究室 1
間。2.新購細胞觀測影像

傳輸系統 1 式。3.預計研

發與檢測茶品 2 種相關

產品 

量化：1.建置茶葉研究暨天然物

應用研究室 1 間。2.新購

細胞觀測影像傳輸系統 1
式。3.研發與檢測茶品 2
種相關產品。4.植物組織

培養恆溫室燈具更換一

式。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D D1 

教學

設備

維護

保養 

74 

質化：1.使得投影機運作正

常，維持教學設備正常

功能。2.保養檢修教學設

備，維持設備功能正

常，使得教學活動能順

利進行。3.汰舊換新教室

黑板，讓學生能更清楚

看到上課教材。4.使得講

桌電腦運作正常，維持

教學設備正常功能。5.
方便學生舉辦活動搬運

活動桌椅等設備，增進

便利及安全性。6.教學設

備能運作正常，使得教

學活動能順利進行。7. 
汰舊換新單槍投影機及

電動布幕，提高教學投

質化：1.持續確保投影機運作正

常，以維持教學設備正常

功能。2.保養檢修教學設

備，維持設備功能正常，

使得教學活動能順利進

行。3.汰舊換新教室黑

板，讓學生能更清楚看到

上課教材。4.使得講桌電

腦運作正常，維持教學設

備正常功能。5.方便學生

舉辦活動搬運活動桌椅等

設備，增進便利及安全

性。6.教學設備能運作正

常，使得教學活動能順利

進行。7.汰舊換新單槍投

影機及電動布幕，提高教

學投影片或影片的清晰

39.17 22.26 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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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影片或影片的清晰度，

達到提昇教學品質目

標。 

度，達到提昇教學品質目

標。 

量化：1.預計更換單槍投影機

燈泡 6 顆。2.預計更換教

學 設 備 耗 材 ： 電 腦

VGA10 條、麥克風 10
支、麥克風線 10 條等。

3.預計更換 2 間教室黑

板。4.預計維修 3 間教室

講桌電腦。5.預計購置活

動搬運台車至少 5 台。

6.預計維修更換教學設

備耗材：麥克風及麥克

風線 10 組，電腦 VGA
線 10 條。7.預計維修教

室桌椅 50 組。8.預計更

換單槍投影機燈泡 5顆。 
9.預計更換單槍投影機

20 台。10.預計更換電動

布幕 20 支。 

量化：1.更換教學設備耗材：電

腦 VGA10 條、麥克風 10
支、麥克風線 10 條、單槍

投影機燈泡 6 顆、單槍投

影機 20 台、電動布幕 20
支、2 間教室黑板等。2.
維修 3 間教室講桌電腦。

3.購置活動搬運台車 7
台、10 組紅外線無線麥克

風接收器。4.品味坊專業

教室裝設廣播音響提供上

課使用。5.購買肩背式擴

音機背帶 4 只。6.維護全

校各樓館系統，確保設備

系統正常運作，提供教職

員生活動、學習、必要之

支援與需求。維護保養修

繕共計 370 次。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D D1 
教學

環境

建置

75 
質化：1.維持電腦教室教學品

質。2.提升專題生學習環

境品質。3.實驗室的規劃

質化：1.確保並持續維持電腦教

室教學品質。2.提升專題

生學習環境品質，以提升

30.05 232.74 2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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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及學

生學

習設

備改

善 

建置朝向跨領域整合，

提升產業價值，促進企

業與本系產學合作機

會，以達成學校既定策

略目標。 

學生學習。3.建置規劃跨

領域整合實驗室，以促進

產學合作計畫，以達成學

校目標。 
 

量化：1.預計開設電腦教室課程

達 10 門課。2.預計指導

學生參加競賽至少 5
件。3.預計學生參加校外

競賽達 20 人次。4.預計

學生參加研討會至少 2
人次。5.預計產學合作計

畫至少 1 件。6.預計學生

專題製作至少 4 組。7.
預計支援教學課程至少

1 門。 

量化：1.開設電腦教室課程達 10
門課。2.指導學生參加競

賽 5 件。3.學生參加校外

競賽達 20 人次。4.學生參

加研討會 2 人次。5.產學

合作計畫 1 件。6.學生專

題製作 4 組。7.支援教學

課程 1 門。8.添購一組 3D
列表機，供電商系學生及

專題生使用。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D D1 

資工

專款-
維持

優質

教學

環境

計畫 

76 

質化：1.維持電腦教室教學品

質。2.提升硬體課程品

質。3.支援學生專題製

作。4.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5.建立優質的教學

環境與設備，從教學資

源與設備的持續改善，

到校園安全管理制度的

建立等，並提供足夠的

質化：1.維持電腦教室教學品

質，以提升教學與學習品

質。 2.提升硬體課程品

質，以深化學生實務力。

3.支援學生專題製作，提

升並精進學生專題制作之

成效。4.建置優質教學環

境，以利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5.建立優質的教學環

46.30 12.89 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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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教學與學習空間。藉由

本計畫的執行可提昇教

學環境的品質，產學合

作能量，增加業界互

動，與學生就業能力。 
 

境與設備，從教學資源與

設備的持續改善，到校園

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等，

並提供足夠的教學與學習

空間。藉由本計畫的執行

可提昇教學環境的品質，

產學合作能量，增加業界

互動，與學生就業能力。 
 

量化：1.預計開設電腦教室課

程至少 35 門課。2.預計

開設硬體實習課程達 5
門。3.預計支援學生專

題達 5 組。4.預計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至少 1
件。5.預計專業實驗室

至少開設 30 門課程。6.
預計承接產學合作計畫

至少 2 件。7.預計配合

科技部、教育部計畫至

少 3 件。8.預計學生專

題作品至少 15 組。9.預
估學生將專題作品於研

討會發表至少 2 組。 

量化：1.電腦教室課程 37 門課、

硬體實習課程達 5 門。2.
學生專題達 5 組、執行產

學合作計畫 1 件。3.專業

實驗室開設 30 門課程。4.
承接產學合作計畫 2 件、

配合科技部教育部計畫 3
件、學生專題作品 15 組、

學生研討會發表 2 組。5.
學生校外競賽 3 人。6.支
援資訊管理專題課程 1
門、專業實驗室 104 學年

度上學期開 16 門課程。7.
承接產學合作計畫 38
件、科技部計畫 1 件。8.
校外共有 11 人參賽，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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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5 人；校內院專題資工 23
人參賽，共 15 人獲獎。9.
本系學生於大三、四修業

專題課程，專業專題作品

46 人。10.本系 104 學年度

教學意見滿意度平均達到

4.5。11.JAVA 學習共 27
人。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D D1 

資訊

相關

設備_
硬體 

77 

質化：校務行政系統資訊相關

設備。 
 

質化：持續擴充校務行政系統資

訊相關設備，以完善校園

資訊。 
0.40 - 0.40 量化：1.預計擴充主機 1 台。2.

預計擴充 8G 記憶體至

少 35 支。3.新增電腦 3
台。 

量化：1.擴充主機 1 台。2.擴充

8G 記憶體 37 支。3.新增

電腦 3 台。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D D1 
電商

系業

務費 
79 

質化：1.師生座談會於學期初

舉辦，該活動有效拉近

師生間的距離，藉由對

談互動，提升師生彼此

的了解。2.每年度校慶活

動之校友回娘家，邀請

系友回到學校與師長敘

舊聚餐，帶給校友及師

長溫馨且難忘的回憶。

質化：1.藉由學期初舉辦師生座

談會，促使師生間的互動

與對話，以增進彼此的瞭

解。2.藉由每年度校慶校

友回娘家之活動，邀請校

友返校與師長敘舊聚餐，

帶給校友及師長溫馨且難

忘的回憶。3.透過開設系

務會議、課程會議、系教

2.37 7.61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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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3.本系開設系務會議、課

程會議、系教評會議以

及諮詢會議等系上之重

要會議，提供誤餐、資

料印刷等，支持本系相

關運作。 

評會議以及諮詢會議等系

上之重要會議，以支持系

所運作與推動。 
 

量化：1.預計師生座談會下學

期參與人次至少 70 人。

2.預計校慶系友回娘家

參與人數至少 25 人。3.
預計召開系務會議至少

10 次。4.預計召開課程

相關會議至少 10 次。5.
預計召開系教評會議至

少 5 次。6.預計舉辦諮詢

會議至少 1 場次。 

量化：1.師生座談會下學期參與

人次 78 人。2.校慶系友回

娘家參與人數 30 人。3.
召開系務會議 12 次。4.
召開課程相關會議 10
次。5.召開系教評會議 5
次。6.舉辦諮詢會議 1 場

次。 
成率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D D1 

實驗

室原

有教

學設

備維

護 

79 

質化：1.儀器定期維護保養。

2. 定期更換已耗損耗

材。3.延長儀器使用壽

命。4.延長教學儀器使用

壽命。5.改善教學品質。

6.改善儀器使用之便利

性，以使課程進行無礙。 
 

質化：1.定期維護與保養儀器設

備。2.定期更換已耗損耗

材。3.延長儀器使用壽

命。4.延長教學儀器使用

壽命。4.改善教學品質。

5.改善儀器使用之便利

性，以使課程進行無礙，

以提升教學品質。 
 

17.59 -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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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量化：1.預計定期保養 10 種以

上設備及零組件更換。

2.預計更換純水製造機

濾材二式。3.預計更換層

吸管柱 2 套。4.預計更換

水流馬達 2 套。5.預計更

換無菌操作台濾網 5 座

以上。6.預計更換純水機

濾材 1 次以上。 

量化：1.定期保養 10 種以上設備

及零組件更換。2.更換純

水製造機濾材二式。3.更
換層吸管柱 2 套。4.更換

水流馬達 2 套。5.更換無

菌操作台濾網 5 座以上。

6.更換純水機濾材 1 次以

上。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D D1 

學習

面相

關設

備維

護費 

80 

質化：1.完成師生互動顯示設

備、補救教學系統、環

控系統、情境空間設計

等設施。2.增進教師專

業成長。3.語言教室之

管理維護與延長使用年

限，視聽設備的維護與

使用，使語言教室符合

其經濟效益。為提升語

言教室之維護及使用效

能，並定期請專業廠商

進行檢修與維護，以維

持並延長語言教室之儀

器的使用壽命。 

質化：1.建置完成師生互動顯示

設備、補救教學系統、環

控系統及情境空間設計等

設備。2.強化教師專業成

長。3.持維護語言教室之

管理與延長使用年限，視

聽設備的維護與使用，促

使語言教室符合其經濟效

益。為提升語言教室之維

護及使用效能，並定期請

專業廠商進行檢修與維

護，以維持並延長語言教

室之儀器的使用壽命。 
 
 
 
 

5.01 100.13 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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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量化：1.預計完成建置高互動

性雲端互動中心之軟硬

體設施 1 套。 
2.至少舉辦 1 場設備使

用教育訓練。 
3.預計完成 4 間語言教

室設備保養。 

量化：1.完成建置高互動性雲端

互動中心之軟硬體設施 1
套。2.舉辦 1 場設備教育

訓練。3.完成 4 間語言教

室設備保養、維修，包含

有 :(1) 內 部 網 卡 停 用

(2).BIOS 設定(電源開關

機設定)共 56 台、語言教

室系統維護包含系統重灌

/硬體檢測與測試及系統

整理、硬碟壞軌更換。4.
語言教室設備器材保養共

計 4 次。5.購買系辦 H413
碳粉匣 2 支及語言教室設

備清潔用品。6.景觀植栽

設計課程造園實作 8 組。

7.景觀細部設計課程實作

作品 1 處。8.逐年營造之

景觀植物活體標本園 1 處

（完成度 20％）。9.建置景

觀植物栽培繁殖實習場

所。10.完成校園網路維運

1 次。11.建置軟體倉儲管

理系統 1 套。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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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D D2 

102學
年度

校園

安全

衛生

管理

計畫 

81 

質化：1.處理多元化(堆肥、回

收、再利用)-使資源永續

利用。2.確保污水場設備

發揮正常功能。3.確保飲

用水之安全衛生。4.建置

一個完整的無障礙學習

環境。5.提供充裕的安全

防護設備。6.提升本校員

工防災應變能力。7.確保

災害防救設備及物品功

能正常。 

質化：1.使資源永續利用-處理多

元化(堆肥、回收、再利

用)。2.確保污水場設備發

揮正常功能。3.確保飲用

水之安全衛生。4.建置一

個完整的無障礙學習環

境。5.提供充裕的安全防

護設備。6.提升本校員工

防災應變能力。7.確保災

害防救設備及物品功能正

常。 
36.56 - 36.56 量化：1.預計廚餘回收處理量

14000 公斤。2.放流水水

質符合排放標準。3.預計

每週定期保養至少 1
次。4.預計改善無障礙設

施至少 3 處。5.新購防護

設備 1 批。6.預計過濾網

更換 1 次。7.預計舉辦消

防組訓至少 1 場次。8.
預計專責人員在職訓練

至少 2 人次。9.預計檢修

防汛機具至少 1 次。 

量化：1.廚餘回收處理量 14,390
公斤。2.放流水水質符合

排放標準。3.每週定期保

養 1 次。4.改善無障礙設

施 3 處。5.新購防護設備 1
批。6.過濾網更換 1 次。

7.舉辦消防組訓 1 場次。

8.專責人員在職訓練 2 人

次。9.檢修防汛機具 1 次。 
成效達成率皆達 100%。 

學生

輔導
主軸 D D2 

維修

及購
81 

質化：1.降低學生運動的阻

力。2.提高體育課程滿意

質化：1.營造友善及安全的運動

場域，以降低學生運動的
18.52 24.50 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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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及就

業情

形 

置運

動器

材 

度。3.更新設備提高體育

課程品質。4.更新設備已

達安全使用環境。 

阻力。2.提高體育課程滿

意度。3.更新設備提高體

育課程品質。4.更新設備

已達安全使用環境。 
 

量化：1.新購成人排汗褲 15 件

(舞獅課程使用)；預計該

課程使用次數至少 250
次。2.新購球類器材籃球

10 顆、足球 10 顆、網球

100 顆、桌球 2 袋；課程

使用次數至少 4000 次。

3.新購棒球手套至少 15
個；預計壘球課程使用

次數至少 700 次。4.預計

安檢維修伸縮式籃球架

至少 1 次。5.新購舞獅 2
套。6.新購鑼、鼓、拔、

鑼架、鼓架各 1 組。7.
新購跳遠沙坑帆布 1
組。8.新購角鋼架4座(放
置器材)。9.預計更換 3
面桌球桌以及 20面擋球

架。10.新購 40 人木球課

程之器材。 

量化：1.新購成人排汗褲 15件(舞
獅課程使用)；該課程使用

次數 270 次。2.新購球類

器材籃球 10 顆、足球 10
顆、網球 100 顆、桌球 2
袋；課程使用次數 4320
次。3.新購棒球手套 19
個；壘球課程使用次數

720 次。4.安檢維修伸縮式

籃球架 1 次。5.新購舞獅 2
套。6.新購鑼、鼓、拔、

鑼架、鼓架各 1 組。7.新
購跳遠沙坑帆布 1 組。8.
新購角鋼架 4 座(放置器

材)。9.更換 3 面桌球桌以

及 20 面擋球架。10.新購

40 人木球課程之器材。 
成效達成率皆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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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教學 主軸 D D4 e學苑 83 

質化：1.e 學苑建置數位媒體之

電腦設備，創造學生電

腦主動學習之空間，提

升學習成效。2.3D 創意

中心之建置，該新科技

產品供學生活用，該項

學習必能提高在 3D 市

場之就業機會。3.建置簡

易型攝影棚，使每位在

學生具有數位拍攝知剪

輯製作之能力，已利在

未來職場競爭多一項加

分條件。4.轉教室與高功

能互動討論室之設置，

增進師生之間互動學習

機會及同儕之間學習交

流之場域，運用新科技

產品帶來的資訊學習，

以提高學習之效益。 
 

質化：1.建置 e 學苑數位媒體之

電腦設備，創造學生電腦

主動學習之空間，提升學

習成效。2.3D 創意中心之

建置，該新科技產品供學

生活用，提高在 3D 市場

之就業機會。3.建置簡易

型攝影棚，使每位在學生

具有數位拍攝知剪輯製作

之能力，已利在未來職場

競爭多一項加分條件。4.
轉教室與高功能互動討論

室之設置，增進師生之間

互動學習機會及同儕之間

學習交流之場域，運用新

科技產品帶來的資訊學

習，以提高學習之效益。 
 

55.13 999.69 1,054.81 

量化：1.建置 3D 創意中心，預

計 104 年十月完工後，

至 104 年底學生觀摩操

作預計至少 300 人次。 
2.建置簡易型攝影棚，至

量化：1.創新教學場域，整合教

學資源，活化教學空間，

包括：語言教室教學軟體

及視聽設備、全校卡務系

統建置、e 學苑電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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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104 年底學生觀摩操作

預計至少 500 人次。 
3.設置翻轉教室與高功

能互動討論室，預計 104
年十月完工後，至 104
年底學生觀摩操作預計

至少 2,000 人次。 

採購、3D 設計中心與攝影

棚空調設備(含施工)、3D
創意輸出中心設備、建置

攝影棚設備採購、翻轉教

室與多功能討論室設備、

翻轉教室資訊講桌與教室

講桌、攝影棚後製中心

iMac 電腦、e 翻轉教室白

板與實物投影機等設施建

置 完 成 。 2.e 學 苑 自

105.3.25 日揭牌後迄今，

使用人數逾 2000 人次。其

使用統計如下：3D 創意輸

出中心開設兩班，使用人

數 42 人；攝影棚使用人數

85 人；翻轉教室與多功能

討論室使用人數 1588；攝

影棚後製中心使用人數

23 位。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D D4 
遠距

教室

建置 
84 

質化：1.本學期有 9 門課程安

排在遠距教室上課。2.
支援佛光四校連線視

訊。 

質化：1.本學期有 9 門課程安排

在遠距教室上課。2.支援

佛光四校連線視訊。 
 
 

0.40 8.30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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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量化：1.預計開設至少 3 門課

程與台灣科普計劃遠距

課程。2.預計佛光大學連

線視訊至少 10次及西來

大學 2+2 會議課程至少

1 次。 

量化：1.開設 3 門課程與台灣科

普計劃遠距課程。2.佛光

大學連線視訊 10 次及西

來大學 2+2 會議課程 1 次

討論。 
成效達成率皆達 100%。 

教學 主軸 D D5 

文創

休閒

活動

推廣

計畫 

86 

質化：1.積極展現文創與地方

產業及社區之間同呼

吸、共生命的態度。2.
提升本系學生文創活動

設計及文創休閒行銷能

力。3.擦亮南華文創招牌

為學子打造文創休閒產

業之舞台。 

質化：1.展現文創與地方產業及

社區之間同呼吸、共生命

的態度。2.強化本系學生

文創活動設計及文創休閒

行銷能力。3.為學子打造

文創休閒產業之舞台。 
 

7.53 - 7.53 
量化：預計辦理「天佑賜福福

滿人間－2015南華文創

媽祖文化季」活動至少1
場，參與師生至少150
人，外賓至少100人，活

動參與人次至少 3000
人。 

量化：辦理「天佑賜福福滿人間

－2015南華文創媽祖文化

季」活動1場，參與師生150
人，外賓100人，活動參與

人次3000人。 
成效達成率達 100%。 

教學 主軸 D D5 

教學

研究

用電

腦耗

86 

質化：1.提供良好教師研究與

教學環，設置網路共用

印表機。2.由資訊中心維

護與管理，達到資源有

質化：1.提供良好教師研究與教

學環，設置網路共用印表

機。2.由資訊中心維護與

管理，達到資源有效利用

15.02 -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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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材 效利用節省成本。3.研究

室網路共用印表機 10
台，使用教師人數 124
人。 

節省成本。3.研究室共用

印表機 10 台，使用教師人

數 124 人。 
 

量化：預計總列印張數達

150,000 張。 
量化：總列印張數達 156,214 張。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教學 主軸 D D5 

資訊

安全

計畫

專案 

87 

質化：維持本校資訊安全。 質化：透過續評認證，以維持本

校資訊安全。 
- 56.90 56.90 量化：104 年獲得續評驗證，

維持教版 ISMS 證照有

效性。 

量化：104 年獲得續評驗證，維

持教版 ISMS 證照有效

性。 

教學 主軸 E E1 

精進

英語

托福

能力 

87 

質化：1.使南華學子精進英語

托福能力，赴國外參與

2+2 雙學位，達到海外學

校入學托福門檻。2.增進

學生海外學習，加強學

生國際化移動能力。 

質化：1.為使南華學子精進英語

托福能力，赴國外參與

2+2 雙學位，達到海外學

校入學托福門檻。2.精進

學生海外學習，強化學生

國際化移動能力。 
0.75 - 0.75 

2.63 0.05% 
量化：1.預計開 30 人托福精進

專班。2.預計培訓專班師

資至少 4 名。 

量化：1.開設 30 人之托福精進專

班。2.培訓專班師資 4 名。 
成效達成率皆達 100%。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軸 E E2 

促進

南華

大學

國際

化 

88 

質化：1.促進學校國際化發

展，加強國際友善環境

建立。2.建立多國語言

(英文、日文、越文等等)
校園環境，包含學校網

質化：1.建立國際友善環境，促

進學校國際化發展。2.建
立多國語言(英文、日文、

越文等等)校園環境，包含

學校網頁、文宣、法規、

1.88 -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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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頁、文宣、法規、指標

等。3.透過系所收集各系

所關於學生、教師、研

究國際化資料。4.參加

105 年度國際化品質視

導機制，配合教育部訪

視作業及提供相對應之

佐證資料。 

指標等。3.透過系所收集

各系所關於學生、教師、

研究國際化資料。4.參加

105 年度國際化品質視導

機制，配合教育部訪視作

業及提供相對應之佐證資

料，以維護校內教育品

質。 
量化：1.預計舉辦國際化訪視

說明會 1 場。2.預計建置

校園雙語指標文宣。 

量化：1.舉辦國際化訪視說明會

2 場。2.建置校園雙語指標

文宣 100%。3.舉辦國際移

動演講 1 場。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研究 主軸 F F2 

在地

天然

資源

保健

產品

開發 

88 

質化：1.改善教學空間及品

質。2.健全系所發展。3.
機能食品開發。 

質化：1.建置機能食品開發研究

室，以改善教學空間及品

質。2.健全系所發展。3. 開
發機能食品。 

 

17.05 25.68 42.73 46.21 0.89% 
量化：1.預計建置機能食品開

發研究室 1 間。2.預計開

設專題實作、至少 2 門

在地食材行動調查課

程。3.預計開發至少 4
種機能食品。 

 

量化：1.建置機能食品開發研究

室 1 間。2.開設專題實作 2
門在地食材行動調查課

程。3.開發 4 種機能食品。 
成效達成率皆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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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教學 主軸 F F2 

園藝

治療

推廣

計畫 

89 

質化：1.增進學生實務力與就

業力。2.促進師生身心靈

整體健康。3.推廣自然療

癒課程及社區服務學習

教育，充實樂齡大學課

程內容。 

質化：1.強化學生實務力與就業

力。2.藉由園藝治療，以

促使師生身心靈健康。3.
推廣自然療癒課程及社區

服務學習教育，充實樂齡

大學課程內容。 

1.02 - 1.02 
量化：1.預計維護溫室植栽及

戶外園藝治療設施。2.
預計香草藥園建置完成

可供參觀。3.預計開設園

藝治療推廣課程至少 6
場次。4.預計開芳香療法

實務應用-香草藥紓壓體

驗課程至少 3 場次。 

量化：1.維護溫室植栽及戶外園

藝治療設施。2.香草藥園

建置完成可供參觀。3.開
設園藝治療推廣課程 6 場

次。4.開設芳香療法實務

應用-香草藥紓壓體驗課

程 3 場次。 
成效達成率皆達 100%。 

教學 主軸 F F4 

人文

學院

生命

教育

師生

共同

成長 

90 

質化：1.提升學生學術涵養舉

辦學術專題演講。2.身心

靈會議。 

質化：1.舉辦學術專題演講，以

提升學生學術涵養。2.舉
辦身心靈會議，促使師生

共同成長。 

2.46 - 2.46 
量化：1.預計舉辦院級學術演

講至少5場。2.預計舉辦

系級學術演講至少 3
場。3.預計舉辦會議至

少1場。4.預計舉辦校慶

活動至少2場。5.預計舉

辦系所會議至少5場。 

量化：1.舉辦系級及院級學術演

講共10場。2.舉辦會議1
場。 3. 舉辦校慶活動 2
場。 4. 舉辦系所會議 5
場。 
成效達成率達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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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單位：萬元）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

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Ｂ/Ａ
*100%） 

名

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合計 

（Ｂ） 

總計（Ａ） $5,190 100% 
 
★填寫說明： 
1.如有使用經費於非學校自選辦學特色面向，請併同臚列說明。 
2.2 年度工作計畫之對照頁碼係依 104 年 7 月所報「103、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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