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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05 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含私校獎補助計畫)之辦理成效 

一、 105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辦理成效 

自選特

色面向 

中程校務

發展子計

畫 

2年度工作計畫 

105年預期成效/目標 
105年 

實際達成成效 

未達成 

預期成效 

原因分析 

106年度預期成效（目標） 
名稱 內容 

教學 主軸 D D4 
e 學苑工

程 

質化：1.打造佛光山聯合大學系統獨

特辦學特色，以提高學習之效益。2.

建置優質的空間規劃，以創造學生電

腦主動學習之空間，提升學習成效。

3.透過 e 學苑各項 3C 與雲端系統、

環境節能設備與防護措施，以營造優

質環境。 

質化：1.透過建置ｅ學苑，承擔本校邁向

創新特色大學的推手；ｅ學苑提供高功能

數位科技設備，藉以增進、培養與活化師

生的資訊素養與科技運用能力。2.建置優

質的空間規劃，以創造學生電腦主動學習

之空間，提升學習成效。3.透過 e 學苑各

項 3C 與雲端系統、環境節能設備與防護

措施，以營造優質環境。 

已達成 質化：1.設置多功能附有前瞻性之 e 學

苑，促使學生運用新科技產品進行資訊學

習。2.藉由良好的空間建置，創造學生電

腦主動學習之空間，以提升學習成效。3.

透過 e 學苑各項 3C 及創意設計等設備，

以營造主動學習的優質環境。 

量化：1.結合專業教室課程設計，每

學期預計至少 5,000 人次使用。2.e

學苑參訪每學期預計至少 1,000 人

次。 

量化：1.支援數位繪圖、正念靜坐諮商技

術等 15 門課程，嘉惠學生達 10,710 人次

（595 人選課）。2.參訪人數達 1,320 人

次。3.舉辦 9 場展覽活動及工作坊。4.提

供師生進行攝影、Moocs及學生競賽等72

次。 

已達成 量化：1.結合專業教室課程設計，每學期

預計至少 5,000 人次師生使用。2.e 學苑

參訪每學期預計至少 1,000 人次。 

教學 主軸 F F3 日本生

死禮儀

物品展

示空間

建置計

畫 

質化：配合新生舉辦體驗活動及平

日專業課程教室體會生死意境，使

學生回顧反思自身，並能自我成長。

並對外開放參觀以及舉辦體驗活

動。 

質化：1.配合新生舉辦體驗活動及平日專

業課程教室體會生死意境，使學生回顧

反思自身，並能自我成長。並對外開放參

觀以及舉辦體驗活動。2 作為進行生命教

育推廣場地。 

已達成 質化：配合寒假生死體驗活動隊吸引高

中職學生參與，並有培訓課程進而媒合

學生就業與創業。 

量化：1.高中職參訪活動：預計 150 量化：1.高中職參訪活動：434 人次。2. 已達成 量化：1.舉辦生死體驗活動人次：預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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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2.對外舉辦生死體驗研討會

及工作坊：預計兩次。3.專業課程教

室：預計六門課程。4.對外開放參訪

活動以達 150 人次。 

對外舉辦生死體驗研討會及工作坊：4

次。3.專業課程教室：8 門課程。4.對外

開放參訪活動以達 203 人次。 

人次。2.對外開放參訪活動以及舉辦工

作坊等體驗活動：預計達 200 人次。3.

專業課程教室：預計 10 門課程。 

研究 主軸 C C2 圖書及

博物 

質化：1.提升本館館藏，以符合讀者

需求。2.提升本校於國家圖書館針

對「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系統」等資料庫之相關表現，提升

本校學術影響力。 

質化：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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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經

費之加值成效如下：國家圖書館針對「臺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人

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等資料庫

之數據統計，發布及表揚最具學術影響

力之大學院校及學術期刊出版單位，本

校博碩士論文榮獲：(1)最佳學術曝光獎

(I):104 年點閱率私立大學組第 1 名。(2)

知識分享獎(I):104 年電子全文下載率私

立大學組第 1 名。(3)知識分享獎(II):104

年電子全文下載數私立大學組第 2 名。

(4)學術影響力獎:私立大學組第 1 名。 

已達成 質化：1.支援校內各單位教學及研究。2.

增加本館館藏，以符合讀者需求。3.同步

擴增館藏電子圖書數量。 

量化：1.增加館藏圖書至少 4,500

冊。2.增加視聽資料至少 500 片。

3.訂購報紙達 10 種。4.購置資料庫

達 11 種。5.購買期刊達 500 種。6.

增加電子書達 10,000 冊。 

量化：1.為符合讀者需求及提昇本館館

藏，105 年度新購買圖書 6,016 冊。2.增

購視聽資料 866 片。3.訂購報紙 10 種。

4.資料庫 11 種。5.期刊 501 種。6.購置電

子書 14,429 冊。 

已達成 量化：1.館藏訂購報紙 10 種。2.紙本期

刊訂購 450 種。3.紙本圖書購買 3,000

冊以上。4.資料庫購買 10 種。5.視聽資

料購買 150 片。5.參與電子書聯盟購買

電子書 10,000 冊以上。 

學 生

輔 導

及 就

業 情

形 

主軸 B B4 展現組

織活力

學生週

活動計

畫 

質化：發揚薪火相傳，承先啟後的歷

史任務，藉由辦理學生週活動，活絡

校園氣氛，促進良好教學環境陶成，

培養自治組織幹部才能。 

質化：透過辦理學生週活動，活絡校園氣

氛，結合各系所專業特色相互交流，型塑

優質共學共修校園，促進良好教學環境

陶成，強化自治組織能力，以及發揚薪火

相傳，承先啟後的歷史任務。 

已達成 質化：藉由辦理學生週活動，活絡校園

氣氛，結合各系所專業特色相互交流，

型塑優質共學共修校園，促進良好教學

環境陶成，強化自治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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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1.各系學會各辦理 4 場活動，

總計 80 場。2.招募學生社團結合全

校師生共同參與全校大型活動約計

4 場。 

量化：1.各系學會各辦理 4 場活動，共計

80 場。2.招募學生社團結合全校師生共

同參與全校大型活動共計 4 場。 

已達成 量化：1.各系學會各辦理 4 場活動，總

計 80 場。2.招募學生社團結合全校師生

共同參與全校大型活動達 4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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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 

名稱 內容 
總經費 

(萬元)(A) 

使用獎補助經費 

(萬元)(B) 

使用獎補助經費之比率 

(B/A*100%) 

教學 主軸 D D4 e 學苑工程 1,967.5 91.5 4.7 

教學 主軸 F F3 日本生死禮儀物品展示空間建置計畫 21 9.3 44.3 

研究 主軸 C C2 圖書及博物 1,399.5 1,225.5 87.6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主軸 B B4 展現組織活力學生週活動計畫 11.6 6.1 52.6 

二、 105年度私校獎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自

選

特

色

面

向 

中

程

校

務

發

展

子

計

畫 

2年度工作計

畫 

105年預期成效/目標 
105年 

實際達成成效 

未達成 

預期成效 

原因分析 

106年度預期成效（目標） 
名

稱 
內容 

教學 
主

軸
A2 

畢業公演-戲

偶的生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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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

質化：透過公演展現所學幼教專業知識與技能，

並以傳達生命意義與肯定自我價值，及提升系所

已達成 質化：透過畢業公演活動，以強化學生實務能

力，降低學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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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事敘說 達生命意義與肯定自我價值。 能見度。 

量化：舉辦校內外公演至少2場次。 量化：105/5/4及105/5/6分別在本校及佛光山嘉

義會館完成2場次之演出，演出狀況良好並獲幼

兒園師生好評，並提生產學能量？ 

已達成 量化：舉辦校內外公演至少2場次。 

教學 

主

軸

A 

A2 

進學班-實務

養成訓練計

畫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能力。2.提升學生

就業競爭力。3.提升產學能量。 

質化：1.以實作課程及製作作品，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及就業競爭力。2.鼓勵學生考取國際證照以

提升就業競爭力。 

已達成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能力。2.提升學生就業

競爭力。3.提升產學能量。 

量化：1.多媒體設備：支應課程數達3門，

受惠學生數達 50 人。2.學生考取 Silicon 

Stone Photography 國際證照達 25 人。

3.完成廣告競賽影片：1部。4.舉辦成果展

1場。5.互動教學軟體：完成作品10件。 

量化：1.多媒體設備：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支援

開設3門課程「數位媒體影音製作、數位錄影、

影片剪輯與後製」，學期使用共計 954人次。2.

學生考取Silicon Stone Photography國際證照，

27人參加考照，共計27人通過，通過率100%。

3.完成廣告競賽影片：1部。4.科技學院舉辦成果

展1場，讓高中職生體驗與地投影互動的樂趣，

參訪人數達 600人。5.互動教學軟體：104學年

度已支援開設1門課程「互動技術研究」，學期

使用共計198人次，共產出11件作品。 

已達成 量化：1.多媒體設備：支應課程數達3門，受

惠 學 生 數 達 50 人 。 2. 學 生 考 取

SiliconStonePhotography國際證照達25人。

3.完成廣告競賽影片：1 部。4.舉辦成果展 1

場。5.互動教學軟體：完成作品10件。 

教學 

主

軸

A 

A3 
圖書館推廣

活動 

質化：突破以「圖書」為單一知識載體的

閱讀形式，拓展多元化知識傳遞管道，激

發讀者的求知欲。 

質化：成功以書扉藝廊、南華影院及雲水書車等

方式，拓展多元化知識傳遞管道，激發讀者的求

知欲。 

已達成 質化：1.透過拓展多元化知識傳遞管道（例如

圖書、展覽及電影）。2.激發讀者的求知欲，

以提昇閱讀力。 

量化：1.舉辦書扉藝廊活動達7場次，參

與人次成長達 1000 人次。2.舉辦書扉藝

廊8場次1498人次，參與人次成長達600

人次。3.推動雲水書車服務達95場，參與

人數達10,000人次。 

量化：1.105年度舉辦「書扉藝廊活動達8場次，

參與人次相較於104年度成長達2,800人次。2.

舉辦「南華影院」7 場次 2,001 人次，參與人次

成長達503人次。3.推動雲水書車服務達102場，

參與人數達 12,615人次。4.舉辦茶樂閱文化饗宴

4場次，共計 241人次。 

量化指標內 2.

舉辦「書扉藝

廊」實為誤植，

其應為「南華

影院」原訂參

與人次目標如

期達成，其成

量化：1.舉辦「茶樂閱文化饗宴」活動2場。

2.舉辦「南華大學圖書館館藏閱讀心得」徵選

活動回收20篇心得。3.舉辦「南華影展」活

動1場。4.舉辦「雲水 Library」活動5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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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亦相當卓

著。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平面媒體學

用合一計畫 

質化：1.提供「報刊實務」、「新聞編輯」、

「平面畢業製作」課程之採訪、編輯等實

做，並協助「南華風雲」校刊，採訪、編

輯、排版、發行。2.透過相關刊物發行，

以提升學生的實作能力。 

質化：以實作校級刊物「雲報」、「南華風雲」

及「平面畢業製作雜誌」等方式，促使學生將採

訪、編輯、排版、發行等技能活用，達成學用合

一。 

已達成 質化：訓練「報刊實務」、「新聞編輯」、「平

面畢業製作」等課程修課同學，學習平面採

訪、編輯、攝影、排版等專業技能，同時透過

傳播無遠弗屆的效果，以提升本校之聲譽。 

量化：1.「報刊實務」每學年產出「雲報」

8期。2.「平面畢業製作」產出雜誌1本。

3.「南華風雲」出刊8期。 

量化：1.「報刊實務」每學年產出「雲報」8期。

2.「平面畢業製作」產出雜誌 1 本。3.「南華風

雲」出刊8期。 

已達成 量化：「雲報」、「南華風雲」各發行4期，

畢業製做出刊1期，「雲報」每期發行1000

份。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電視影棚與

器材維護計

畫 

質化：維持傳播學系與各系修課學生使用

電視影棚與影視器材拍攝習作正常運作，

與相關課程學習品質。 

質化：持續提供傳播學系與各系修課學生使用電

視影棚與影視器材拍攝習作正常運作，與相關課

程學習品質。 

已達成 質化：常態性維護器材經費，確保影視器材拍

攝習作正常運作與相關課程學習品質。 

量化：1.開設基礎媒介實務課程，修課人

數達 55 人。2.開設進階媒介實務戲劇課

程，修課人數達50人。3.開設進階媒介實

務新聞達25人。 

量化：1.開設基礎媒介實務課程，修課人數達73

人。2.開設進階媒介實務戲劇課程，修課人數達

88人。3.開設進階媒介實務新聞課程，修課人數

達74人。4.開設電視深度報導課程，修課人數達

30人。5.戲劇畢業製作課程，修課人數達16人。

6.電視畢業製作課程，修課人數達15人。 

已達成 量化：受益課程共6課與修課人次達200人。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廣播學用合

一計畫 

質化：為提升同學廣播、電視節目製播能

力，除開設廣播專業課程外，特舉辦主持

人培訓認證計畫，希望訓練同學有主持現

場節目靈活應變之能力、加強與業界交

流，爭取就業先機、藉由主持節目，提昇

說話能力及溝通技巧。 

質化：藉由主持節目，提昇說話能力及溝通技巧，

以提升同學廣播、電視節目製播能力，除開設廣

播專業課程外，特舉辦主持人培訓認證計畫，希

望訓練同學有主持現場節目靈活應變之能力與

溝通技巧，並加強與業界交流，爭取就業先機。 

已達成 質化：廣播的基礎訓練，希望對有志從事廣

播、電視、採訪、編輯、公關、行銷、社工、

行政、業務、客服、導遊等各行各業同學，能

達到口齒清晰、條理分明、聲音表情豐富、清

楚表達想法、作法，與人溝通、合作的目的。 

量化：1.每週日製播1集「傳播E世代」

節目於嘉雲工商電台FM88.9 頻道播出1

量化：1.105 年 1 月至 12 月，每週日製播 1 集

「傳播E 世代」節目，於嘉雲工商電台FM88.9

已達成 量化：1.每週日製播 1 集「傳播 E 世代」節

目於嘉雲工商電台FM88.9頻道播出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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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2.網路實習電台各類型節目產出達

50個。3.「網路節目企畫與製作」等三門

廣播相關課程達86人修課。4.每學期派4

組同學前往電台學習 LIVE 節目的製播，

與節目自動播放的編排。 

頻道播出 1 小時共 52 集。2.網路實習電台各類

型節目產出達100個。3.「網路節目企畫與製作」

等三門廣播相關課程達100人修課。4.派4組同

學前往電台學習 LIVE 節目的製播，與節目自動

播放的編排。 

2.網路實習電台各類型節目產出達 70 個。3.

「廣播畢製等課程」達80人修課。4.每學期

派4組同學前往電台學習LIVE節目的製播，

與節目自動播放的編排。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新一代設計

展 

質化：透過參與展覽活動，以加強學生的

創新與創作能力為目標，提昇學生參展作

品的質能。 

質化：藉由新一代設計與展覽活動，以加強學生

的創新與創作能力為目標，提昇學生參展作品的

質能。 

已達成 質化：藉由參與展覽活動，以加強學生的創新

與創作能力。 

量化：參賽學生達 50 人，獲獎學生達 3

人。 

量化：2016新一代設計展參賽學生人數達63人。

（2016金點新秀設計獎）創產系許家瑗、姜宇桓

兩位同學入圍 3 個獎項（2 個工藝設計類、1 個

產品設計類），其中許家瑗同學獲得福曼莎家具

特別獎。 

已達成 量化：參賽學生達 50人，入圍學生達3人。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社科院數位

跨文化交流

亮點計畫 

質化：1.深化學生實務執行能力，獨立拍

攝、剪輯完成課程、活動影片，進而用於

招生宣傳中。2.深化學生實務執行能力與

強化學生學用合一。3.深化學生實務執行

與團隊合作能力。4.提升學琴同學在眾人

面前的自我展演的自信心和自我認同。 

質化：1.鼓勵學生獨立拍攝、剪輯完成課程、活

動影片，並完成亮點影片製作，進而用於招生宣

傳中。2.強化學生實務執行能力與強化學生學用

合一。3.增進學生實務執行與團隊合作能力。4.提

升學琴同學在眾人面前的自我展演之自信心和

自我認同。５.透過TED提升學生現場分享能力。 

已達成 質化：1.對學生進行拍攝教學教育訓練。2.整

合應社系與國際系跨文化研究的成果。3.以傳

播系的數位設備與優良製作技術，製作與行

銷跨文化之平面與立體影音資料庫。 

量化：1.舉辦影視製作與器材研習5場次。

2.製作影片達 5 部。3.剪輯亮點影片達 4

部。4.辦理志工營隊 1 場。5.舉辦

TED×Chiayi 年會活動 1 場次。6.成立混

「障」二胡演奏團。 

量化：1.傳播學系共舉辦 5 場 16 小時影視製作

與器材研習共吸引 35 位學生人次參與研習。2.

傳播系製播一「南華雙十，金傳再現」；二「社

會實踐與行動課程」簡介影片；三「南華傳播這

些年」；四「萬國戲院與大林小鎮復活記」；五

「南華周報PEOPO深度報導」，共計5部。3.

國際系共計剪輯4部亮點影片，參與學習種子學

生人數共計 10人。4.應社系舉辦「當我們童在異

已達成 量化：1.舉辦影視製作與器材研習5場次。2.

製作影片達5部。3.剪輯亮點影片達4部。4.

辦理志工營隊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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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志工營隊1場。5.應社系：TED×Chiayi：辦

理1場年會活動，約2-3百人次參加。6.混「障」

二胡演奏團：12次課程指導與訓練。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生技實習發

展計畫 

質化：1.厚植學生專業之能及增強產業競

爭力。2.增進教學品質。3.拓展生技領域

產業之面面觀。 

質化：1.透過實習課程及校外實習以厚植學生專

業之能及增強產業競爭力。2.增進教學品質。3.拓

展生技領域產業之面面觀。 

已達成 質化：1.厚植學生專業之能及增強產業競爭

力。2.增進教學品質。3.拓展生技領域產業之

面面觀。 

量化：1.提供生技系8門實習課程之支出。

2.校外實習 2 場。3.添購教學儀器維修 1

次。 

量化：1.提供生技系11門實習課程之支出。2.校

外實習 2 場。3.添購教學儀器維修 1次。4.校外

實習成果發表1場，參與人次達97人次。 

已達成 量化：1.提供生技系8門實習課程之支出。2.

校外實習約50人次。3.校外參訪約2場。4.

添購教學儀器維修1次。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參加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 

質化：1.訓練與培養學生對於樂團相關事

務的熟悉度。2.增進師生情感及強化學生

自信心。 

質化：1.藉由參與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以訓練與

培養學生對於樂團相關事務的熟悉度。2.增進師

生情感，並提升學生自信心。 

已達成 質化：1.訓練與培養學生對於樂團相關事務的

熟悉度。2.藉由透過參與大型競賽活動，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就感。 

量化：1.參與團體比賽 3 場。2.參與學生

人次達90人次以上。 

量化：1.參與團體比賽 3 場。2.參與學生人次達

144人次。3.榮獲大專A組打擊樂合奏特優、國

樂合奏優等、絲竹室內樂合奏優等獎項3項。 

已達成 量化：1.參與團體比賽3場。2.參與學生人次

達90人次以上。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創產系學生

實作與獎優

補助計畫 

質化：1.加強學生對系所認同感，提振學

習信心與興趣。2.提昇校系聲譽，激發學

生的創造力及想像力。3.活化學生學習氣

氛與增進視野，提高專業實務技能與經驗

累積。4.維護師生使用機具之安全，長保

機具處於妥善可用狀態。 

質化：1.深化實作課程並給予完善支持，以提升

學生對系所認同感，提振學習信心與興趣。2.提

昇校系聲譽，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及想像力。3.活

化學生學習氣氛與增進視野，提高專業實務技能

與經驗累積。4.維護師生使用機具之安全，長保

機具處於妥善可用狀態。 

已達成 質化：1.提昇校系聲譽，激發學生潛藏的創造

力及想像力。2.活化學生學習氣氛與增進視

野，提高專業實務技能與經驗累積。3.長保機

具處於妥善可用的狀態。4.藉由展覽及專刊出

版，增進學生籌辦展演的實務能力。 

量化：1.提供創產系33門實作課程及230

位同學實作材料使用。2.設計工坊、陶瓷

工坊及創意模型工坊1百餘台機具之維護

與耗材，使機具維持可用及安全狀態。 

量化：1.提供創產系 37 門實作課程及 247 位同

學實作材料使用。2.設計工坊、陶瓷工坊及創意

模型工坊1百餘台機具之維護與耗材，使機具維

持可用及安全狀態。 

已達成 量化：1.提供創產系 35門實作課程及230位

同學實作材料使用。2.創意模型工坊 1 百餘

台機具之維護。3.辦理成果作品展覽至少 4

場。4.出版作品成果專刊 50冊。 

學生

輔導

主

軸
A5 

創意模型工

坊計畫 

質化：1.藉由創意模型工坊及機器各設備，

以增進教學品質並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

質化：1.維持本校特色工坊運作完善，並藉由創

意模型工坊及機器各設備，以增進教學品質並提

已達成 質化：1.完善創意模型工坊及機器各設備，以

促使專業教學設施上大幅提升，以強化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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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就

業情

形 

A 力。2.修繕維護各工坊機器及補充機器耗

材，讓學生能持續使用機器，以增加其實

作能力。 

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及增加其實作能力。2.開設

校外人士工作坊課程，並展現本校實作能力。 

做的實力。2.修繕維護各工坊機器及補充機器

耗材，讓學生能持續使用機器，以增加其實作

能力。 

量化：1.修繕工坊補充機器耗材達100%。

2.開設工作坊 1 場。3.開設木工工作坊 1

場。4.開設創意材質自造工作坊1場。 

量化：1.修繕工坊補充機器耗材達100%。2.四月

開設工作坊 1 場，參加人數 25 位。3.暑期開設

木工工作坊 1 場，參加人數 15 位。4.與雲科合

辦開設創意材質自造工作坊1場，讓外校參與人

士至本校學習，成果大受好評，提升本校專業形

象。 

已達成 量化：1.修繕工坊補充機器耗材達 100%。2.

開設工作坊1場。3.開設木工工作坊1場。4.

開設創意材質自造工作坊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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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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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習課程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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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業實作技能之養成。 

已達成 質化：1.促進他校師生對本校系的認識與了解

並增益校際之間的合作交流。3.展現學生學習

的成果，增進學生就業的機會。4.活化學生學

習氣氛與增進視野，提高專業能力與業界認

知。 

量化：1.提供視媒系(大一至大四生)實習

課程與業界參訪活動使用。(約10位學生

前往業界實習、業界參訪約舉辦 1~2場)。

2.提供視媒系 19 門實作課程、159 位同

學(大一至大四)實作材料使用。 

量化：1.提供視媒系(大一至大四生)實習課程與

業界參訪活動使用。(共計 10位學生前往業界實

習、業界參訪舉辦 1場)。2.提供視媒系 19門實

作課程、大一至大四全體學生實作材料使用。3.

提供視媒系大三生舉辦「已成年」班展活動場佈

費使用。 

已達成 量化：1.辦理畢業展覽活動，預計4場。2.印

製畢業生成果作品集，作為學術交流使用，發

行本數約為200本。3.提供視媒系19門實作

課程實作材料使用。4.預計辦理 1 場教師聯

展。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A 

A5 
提升學習品

質計畫 

質化：1.邀請校外講師指導中東手鼓及相

關演講。2.定期維護樂器設備，確保學生

學習使用無虞 

質化：1.邀請校外講師指導中東手鼓及相關演講。

2.定期維護樂器設備，確保學生學習使用無虞 

已達成 質化：1.邀請校外講師指導中東手鼓及相關演

講。2.定期維護樂器設備，確保學生學習使用

無虞。 

量化：1.邀請校外老師到校演講 1 次。2.

完成平台鋼琴、直立鋼琴、中音座笙等樂

器維護1次。 

量化：1.邀請校外老師到校演講 1 次。2.完成平

台鋼琴、直立鋼琴、中音座笙等樂器維護1次。 

已達成 量化：1.邀請校外老師到校演講1次。2.完成

平台鋼琴、直立鋼琴、中音座笙等樂器維護1

次。 

學生 主 A5 超高畫質影 質化：採購學生製作動畫軟體，強化學生 質化：提供學生使用先進製作動畫軟體，強化學 已達成 質化：購置超高畫質相關影視器材，提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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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軸

A 

像實驗計畫 多媒體影視製作能力。 生多媒體影視製作能力及降低學生與業界落差。 拍攝超高畫質習作。 

量化：受益課程共3課與預估修課人次達

120人。 

量化：受益課程共3課與修課人次達 174人。 已達成 量化：受益課程共6課與修課人次達180人。 

教學 

主

軸

A 

A6 

ACCSB 華

文商管學院

認證 

質化：1.透過本認證推動以完成檢討其所

屬各系所、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發展策

略、教育內容、作業制度、執行成效與品

保機制。2.強化管理學院之品質保證，促

使管理學院建立持續提升商管教育專業

品質之能力，並建立社會大眾對商管專業

教育之信任度。 

質化：1.完成檢討其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之教育

目標、發展策略、教育內容、作業制度、執行成

效與品保機制。2.強化管理學院之品質保證，促

使管理學院建立持續提升商管教育專業品質之

能力，並建立社會大眾對商管專業教育之信任

度。3.持續以PDCA進行改善。 

已達成 質化：1.透過本認證推動以完成檢討其所屬各

系所、學位學程之教育目標、發展策略、教育

內容、作業制度、執行成效與品保機制。2.強

化管理學院之品質保證，促使管理學院建立

持續提升商管教育專業品質之能力，並建立

社會大眾對商管專業教育之信任度。 

量化：1.完成實地訪視 1 次。2.獲得認證

期限達2年。 

量化：1.管院各系已於105年3月8日完成實地

訪視1次。2.管理學院全院通過認證-期限2年，

證書期限為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

日。 

已達成 量化：1.完成實地訪視1次。2.獲得認證期限

達2年。 

教學 

主

軸

A 

A6 

文學系編輯

專業功能教

室計畫案 

質化：1.編輯專業教室的建置，提昇教學

效益。2.建置或改善共同教室的數位化設

備提升數位學習效能。3.促使外界認識南

華大學以及文學系，提昇南華大學的能見

度。 

質化：1.完善編輯專業教室，提昇教學效益。2.完

成改善共同教室的數位化設備提升數位學習效

能。3.編輯數種出版品，以提昇南華大學以及文

學系的能見度。 

已達成 質化：1.藉由編輯專業教室的實務操作與學

習，加強學生的專業力，提昇就業力。2.建置

或改善共同教室的數位化設備提升數位學習

效能。3.編輯數種出版品，以提昇南華大學的

能見度。 

量化：1.每年編輯出版課程成果、系刊、

文學獎作品集、創作優秀人才作品、研討

會論文至少 1 種。2.文學系刊 1 期 200

冊；創作2種；課程2種；論文2種。 

量化：1.編輯出版課程成果、系刊、文學獎作品

集、創作優秀人才作品、研討會論文至少1種。

2.文學系課程創作印刷200冊、文學獎印刷 100

冊；創作2種（文學獎入圍作品集、大有集）；

課程2種；論文3種（文學新鑰、南薰風華、研

討會論文集）。 

已達成 量化：1.每年編輯出版課程成果、系刊、文學

獎作品集、創作優秀人才作品、研討會論文至

少1 種。2.文學獎 100 冊；創作3 種；課程

1種；論文1種。 

學生 主 B1 參與校外競 質化：培育專業人才及展現社團成果，鼓 質化：為提升本校知名度，以及培育專業人才及 已達成 質化：培育專業人才及展現社團成果，鼓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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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軸

B 

賽獎學金計

畫 

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各類競賽，以開發學

生專業技術之潛能與創意，進而激發學生

之榮譽感與進取心，提升本校知名度。 

展現社團成果，因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各類

競賽，以開發學生專業技術之潛能與創意，進而

激發學生之榮譽感與進取心。 

生積極參與校外各類競賽，以開發學生專業

技術之潛能與創意，進而激發學生之榮譽感

與進取心，提升本校知名度。 

量化：1.補助學生參與競賽人次達 50 人

次。2.補助參與團體競賽人次達45人次。 

量化：1.補助學生參與競賽人次達12人次。2.補

助參與團體競賽人次達191人次。3.全校總參賽

人次達203人次。 

已達成 量化：1.補助學生參與競賽人次達50人次。

2.補助參與團體競賽人次達45人次。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B 

B2 

強化服務學

習內涵課程

計畫 

質化：1.導入志工知能研習，以培養學生

團隊精神、合作、勤勞、守時等美德，並

增進環保意識、熱心公益活動等教育目

標。2.透過各種服務課程，以培育學生關

懷社會、尊重不同生命與文明的價值、欣

賞多元差異、了解社會議題，以營造充滿

人文關懷之校園環境。 

質化：1.以志工知能研習，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合作、勤勞、守時等美德，並增進環保意識、熱

心公益活動等教育目標。2.透過各種服務課程，

以培育學生關懷社會、尊重不同生命與文明的價

值、欣賞多元差異、了解社會議題，以營造充滿

人文關懷之校園環境。3.透過舉辦成果分享會，

以推廣本校特色志工教育。 

已達成 質化：1.服務學習強調「服務」與「學習」的

相互結合，在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效果

並促進學生的學習與發展，使得學生學校及

社區等三端發生改變與進展。2.由各服學課程

老師與學生共同討論規劃符合課程之社區、

機構或學校之服務學習。 

量化：1.本學期至少辦理3場次校外志工

服務活動，參與人數達1,000人。2.開設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達 15 門。3.舉辦服務

學習研習達2場。4.舉辦成果分享會至少

1場。 

量化：1.本學期辦理27場次校外志工服務活動，

參與人數達 852人。2.開設服務學習內涵課程達

29門。3.舉辦服務學習研習達4場。4.舉辦成果

分享會1場。 

已達成 量化：1.開設服務學習內涵課程：17門。2.辦

理服務學習研習：1場。3.辦理成果分享會：

1場。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B 

B2 
成年禮系列

活動 

質化：增進大一新生了解大學的理念與精

神，以及對自己生涯規畫之能力。 

質化：協助大一學生對自己生涯規畫之能力，以

及了解大學的理念與精神。 

已達成 質化：增進大一新生對通識課程的全盤認知

與了解。 

量化：提供 1,400本成年禮手冊暨通識簡

介手冊給大一新生及重修學生使用。 

量化：印製 1,400本成年禮手冊暨通識簡介手冊

給大一新生及重修學生使用。 

已達成 量化：提供1400本成年禮手冊暨通識簡介手

冊給大一新生及重修學生使用。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主

軸

B 

B4 
補助款學生

事務計畫 

質化：1.學生舉辦課外活動，創造校園熱

絡氣氛。2.透過研習活動之參與，擔任協

助學輔工作之種子，促進身心健康發展。

3.適度購置設備器材，得以增進社團活動

質化：1.學生舉辦課外活動，創造校園熱絡氣氛。

2.透過研習活動之參與，擔任協助學輔工作之種

子，促進身心健康發展。3.適度購置設備器材，

得以增進社團活動效能，增進個人及團隊能力。 

已達成 質化：1.舉辦或參與各項課外活動，有效增益

活動規劃及執行能力。2.透過研習活動之參

與，學生可以適性揚才。3.適度購置設備器材，

得以增進社團活動效能，並讓社團學生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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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效能，增進個人及團隊能力。 學習操作。 

量化：1.社團聯合會辦理活動 4 場，達

1,700 人次參加，提升社團活動能力，並

增加校園活潑氣氛。2.學生會、社團幹部

參加校內外研習活動3場，達250人次參

加。 

量化：1.辦理活動11場，達1,550人次參加，提

升社團活動能力，並增加校園活潑氣氛。2.學生

會、社團幹部參加校內外研習活動 10 場，共計

704人次參加。3.10 個社團購置設備器材，得以

增進社團活動效能。 

已達成 量化：1.學生社團及學生自治組織辦理活動 4

場。2.學生社團及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參加研習

活動3場。3.招募校內 3-5個學生社團配合支

援學校活動表演。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B 

B4 

社團網頁型

塑優質境教

計畫 

質化：建置學生事務系統供學生社團進行

社團認證點名及活動宣傳，能迅速傳達活

動訊息，也提供校內外師生及家長瞭解訊

息。 

質化：建置學生事務系統供學生社團進行社團認

證點名及活動宣傳，能迅速傳達活動訊息，也提

供校內外師生及家長瞭解訊息。 

已達成 質化：維護學生事務系統供學生社團進行社

團認證點名及活動宣傳，能迅速傳達活動訊

息，也提供校內外師生及家長瞭解訊息。 

量化：1.預計提供 1000 多位學生，可選

社並進行社團認證點名。2.提供 67 個學

生社團及學生自治組織進行活動宣傳。 

量化：1.提供 1380 位學生，可選社並進行社團

認證點名。2.提供 64 個學生社團及學生自治組

織進行活動宣傳，提供率達100％。（105年12

月3個社團休社） 

已達成 量化：1.預計提供1000多位學生，可選社並

進行社團認證點名。2.提供70個學生社團及

學生自治組織進行活動宣傳。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B 

B4 

精進社團成

果展示與輔

導計畫 

質化：藉由社團指導教師輔導學生社團自

主運作與發展，建構社團學生自覺學習，

提振學生參與社團活動興趣，激發學習動

力及多元潛能開發。 

質化：為提振學生參與社團活動興趣，激發學習

動力及多元潛能開發，透過社團指導教師輔導學

生社團自主運作與發展，建構社團學生自覺學

習。 

已達成 質化：透過社團指導老師輔導學生社團自主

運作與發展，建構社團學生自覺學習，提振學

生參與社團活動興趣，激發學習動力及多元

潛能開發。 

量化：1.校內社團指導老師：67 位。2.校

外社團指導老師：15位。 

量化：1.校內社團指導老師：62位（因105年度

3 社團休社）。2.校外社團指導老師：10 位（尚

有2技藝性社團進行審核中，通過後預計聘請校

外指導老師總計達15位）。 

已達成 量化：1.校內社團指導老師：60位。2.校外社

團指導老師：10位。 

研究 

主

軸

C 

C1 
提升行政教

學品質計畫 

質化：持續改善師資結構及師生比，提升

教學品質及研究風氣。 

質化：持續改善師資結構及師生比，提升教學品

質及研究風氣。 

已達成 質化：持續改善師資結構及師生比，提昇教學

品質及研究風氣。 

量化：本校目前專任教師有223位，助理

教授以上專任教師佔全校專任教師的比

例為99.55%，其中具有博士學位者比例達

量化：105 年度本校專任教師維持 223 位（不含

軍衛教師），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佔全校專任

教師的比例為99.55%，其中具有博士學位者比例

已達成 量化：專任教師擬增加至 228 位，助理教授

以上專任教師佔全校專任教師的比例增為

98%，具有博士學位者比例達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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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3%。 達96.875%。 

研究 

主

軸

C 

C1 
改善師資結

構計畫 

質化：促進教師們積極升等，提高學校的

師資結構。 

質化：提高學校的師資結構，鼓勵教師積極升等。 已達成 質化：促進教師們積極升等，提高學校的師資

結構。 

量化：補助教師升等達5位。 量化：104學年度1位副教授升等為教授，4 位

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 

已達成 量化：補助教師升等達5位。 

研究 

主

軸

C 

C2 
建置特色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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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線裝書保存環境，避免線裝書受潮，

而產生蟲蛀，並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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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成 質化：1.改造線裝書保存的環境，避免線裝書

受潮，而產生蟲蛀。2.將有價值的線裝書數位

化，可做為圖書館館際合作共享之資源。 

量化：1.完成線裝書室薰蒸除蟲 1 次。2.

新增6台除濕機。3.清潔三台冷氣主機。

4.建置除濕機的自動排水系統。5.完成空

間維護、除蟲、清洗館內空間1次。6.增

購長形桌檯燈24盞、圓桌檯燈 20盞、視

聽區用藍芽耳機 10 組、自覺學習區的椅

子40張。7.進館人數較同期成長 10%。 

量化：1.完成線裝書室薰蒸除蟲 1 次。2.新增 6

台除濕機。3.清潔三台冷氣主機。4.建置除濕機的

自動排水系統 1套。5.完成空間維護、除蟲、清

洗館內空間 1次。6.增購一樓閱讀區長形桌檯燈

24盞、二樓閱讀區圓桌檯燈20盞、視聽區用藍

芽耳機10組、自覺學習區的椅子40張。7.進館

人數較同期成長10%。8.新增語言學習區電腦10

台。 

已達成 量化：1.增購除濕機1台。2.環境周圍增置除

蟲屋至少 1 座。3.增購功率較小之專用吸塵

器1台。4.收藏價值線裝書數位化10本。 

研究 

主

軸

C 

C2 書刊加工 

質化：協助本館門禁安全系統完整建置，

減少館藏資料遺失的機會。 

質化：1.完成圖書及期刊與視聽資料編目前加工

及編目。2.協助本館門禁安全系統完整建置，減

少館藏資料遺失的機會。 

已達成 質化：1.圖書及期刊與視聽資料編目前加工及

編目後加工所需之材料。2.維護本館門禁安全

系統完整建置，減少館藏資料遺失的機率。 

量化：書刊加工達成率100%。 量化：圖書館之書刊加工達成率 100%。 已達成 量化：館藏書刊加工率達 100%。 

研究 

主

軸

C 

C2 

圖書館圖書

資源共享計

畫 

質化：1.積極參與校外學會及聯盟，提高

學校曝光度。2.取得全國版免費學術資料

庫，降低本校電子資料庫採購預算。3.簡

化資料庫採購流程，節省採購時間。

4.NDDS（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開發

及維護成本。5.NDDS對外來及對內申請

質化：1.積極參與校外學會及聯盟，提高學校曝

光度。2.取得全國版免費學術資料庫，降低本校

電子資料庫採購預算。3.簡化資料庫採購流程，

節省採購時間。4.NDDS（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

統開發及維護成本。5.NDDS對外來及對內申請

件，人力經費沖銷之人力成本等。6.落實國內圖

已達成 質化：1.積極參與校外學會及聯盟，提高學校

曝光度。2.取得全國版免費學術資料庫，降低

本校電子資料庫採購預算。3.簡化資料庫採購

流程，節省採購時間。4.NDDS（全國文獻傳

遞服務）系統開發及維護成本。5.NDDS對外

及對內申請件，人力經費之成本等。6.落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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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人力經費沖銷之人力成本等。6.落實

國內圖書電子資源合作採購及系統共享，

以達資源共享之延伸效益。 

書電子資源合作採購及系統共享，以達資源共享

效益。 

內圖書電子資源合作採購及系統共享，以達

資源共享之延伸效益。 

量化：資源共享計畫執行率100%。 量化：資源共享計畫執行率100%。 已達成 量化：資源共享計畫執行率100%。 

研究 

主

軸

C 

C2 
學術期刊裝

訂 

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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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館際合作服務，促進資

源共享。 

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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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

供館際合作服務，促進資源共享。 

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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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1.完成裝訂冊數達850冊。 量化：105年度總計裝訂冊數為899冊。 已達成 量化：完成期刊裝訂造冊裝訂390冊。 

研究 

主

軸

C 

C3 
專任教師研

究獎勵 

質化：獎勵在本校服務之專任教師（含新

進教師），以南華大學專任教師身份發表

之學術期刊論著，以期鼓勵教師持續精進

進修、自我成長、自我鞭策研究，最終將

本校全體教師建置成為一支具有高質量

的教學與研發團隊。 

質化：獎勵在本校服務之專任教師（含新進教

師），以南華大學專任教師身份發表之學術期刊

論著，以期鼓勵教師持續精進進修、自我成長、

自我鞭策研究，最終將本校全體教師建置成為一

支具有高質量的教學與研發團隊。 

已達成 質化：獎勵在本校服務之專任教師（含新進教

師），以南華大學專任教師身份發表之學術期

刊論著，以期鼓勵教師持續精進進修、自我成

長、自我鞭策研究，最終將本校全體教師建置

成為一支具有高質量的教學與研發團隊。 

量化：獎勵教師人數達50人。 量化：於 105年已補助 53位教師發表期刊研究

獎勵；補助 1 位教師發行專書、1位教師發行專

書篇章及1位教師展覽。 

已達成 量化：獲獎勵教師達50位 

研究 

主

軸

C 

C3 

補助教師校

內專題研究

計畫 

質化：鼓勵專任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

促進本校發展及提昇學術研究水準，補助

教師執行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質化：鼓勵專任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促進本

校發展及提昇學術研究水準，補助教師執行校內

專題研究計畫。 

已達成 質化：鼓勵專任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促進

本校發展及提昇學術研究水準，補助教師執

行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量化：補助案件達20件。 量化：補助案件達37件，總金額為925,000元。 已達成 量化：補助案件達 20件。 

研究 

主

軸

C 

C3 

補助教師論

文印刷費及

發表報紙 

質化：獎助教師論文之發表，在本校服務

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其論文在國外著名

學術刊物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貫徹教師

激勵與精進教師素質之目的，並進而將更

質化：獎助教師論文之發表，在本校服務一年以

上之專任教師，其論文在國外著名學術刊物以本

校教師名義發表，貫徹教師激勵與精進教師素質

之目的，並進而將更充足的知識能量作為孕育本

已達成 質化：獎助教師論文之發表，在本校服務一年

以上之專任教師，其論文在國外著名學術刊

物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貫徹教師激勵與精

進教師素質之目的，並進而將更充足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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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知識能量作為孕育本校眾多學子

之資源。 

校眾多學子之資源。 能量作為孕育本校眾多學子之資源。 

量化：獎勵篇數達5篇。 量化：獎勵篇數達 59篇。 已達成 量化：獎勵篇數達 50篇。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C 

C4 

應社系社會

工作實踐計

畫 

質化：強化社會工作實務型課程及社會參

與，藉以提升學生實踐力及專業力。 

質化：1.提升學生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專業學習之

能力及實踐力。2.提升學生考取專業證照能力。 

已達成 質化：提升學生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專業學習

之能力。 

量化：1.參與實習人數達80人，合作機構

數達45個。2.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至少1

場。3.舉辦社工專業精進工作坊至少1場。

4.舉辦專題演講達3場。 

量化：1.參與實習人數82人，合作機構47個。

2.實習成果發表會 1場。3.辦理 1場二天之社工

專業精進工作坊。4.辦理4場專題演講。5.2位畢

業系友考取社工師證照。 

已達成 量化：1.實習人數90人。2.合作機構50個。

3.成果發表會1場。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C 

C4 

管理學院證

照輔導中心

計畫 

質化：建制專業證照中心以協助管理學院

各學系舉辦模擬考照競賽活動及輔導考

取證照等活動。 

質化：建制專業證照中心以協助管理學院各學系

舉辦模擬考照競賽活動及輔導考取證照等活動。 

已達成 質化：建制專業證照中心以協助管理學院各

學系舉辦模擬考照競賽活動及輔導考取證照

等活動。 

量化：1.舉辦證照輔導、研習及競賽，管

理學院各系至少1場。2.舉辦證照考試達

1場。 

量化：1.證照輔導 3場、證照研習 2場。2.證照

考試2場。 

已達成 量化：1.舉辦證照輔導、研習及競賽，管理學

院各系至少1場。2.舉辦證照考試達1場。 

研究 

主

軸

C 

C5 

訓練學生生

產無毒農產

品到銷售生

技產品完整

計畫 

質化：1.厚植同學專業知能及增強產業競

爭力。2.提升生技產品開發促進產學合作。

3.推動在地食材及慢食教育。 

質化：1.厚植同學專業知能及增強產業競爭力。

2.提升生技產品開發促進產學合作。3.推動在地

食材及慢食教育。 

已達成 質化：1.厚植同學專業之能及增強產業競爭

力。2.提升生技產品開發促進產學合作。3.推

動在地食材及慢食教育。 

量化：1.購買教學檢測儀器 1 台。2.生技

產品開發1種。 

量化：1.購買教學檢測儀器-紫外線光強度計1台

及BMG 全功能盤式判讀儀 1 台。2.生技產品開

發1種。 

已達成 量化：1.生技產品開發1種。2.參加台北素食

展1場。 

研究 

主

軸

C 

C5 

數位出版2.0

文化創意加

值實驗室計

畫 

質化：推展文創加值數位出版概念，提供

生師創意發想、研究、實作、參與校內外

競賽與產學合作等所需技能。 

質化：推展文創加值數位出版概念，提供生師創

意發想、研究、實作、參與校內外競賽與產學合

作等所需技能。 

已達成 質化：推展文創加值數位出版概念，提供生師

創意發想、研究、實作、參與校內外競賽與產

學合作等所需技能。 

量化：1.爭取委託產學合作至少 1 案。2.

簽訂實習產學1案。3.舉辦校內外競賽，

量化：1.爭取委託產學合作 2 案。2.簽訂實習產

學4案。3.舉辦校內外競賽共2場。4.舉辦1場

已達成 量化：1.簽訂實習產學1案。2.舉辦校內外競

賽，預計校內 1 場、校外 1 場。3.舉辦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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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校內1場。4.舉辦1場培訓課程。 培訓課程。 培訓課程。 

學生

輔導

及就

業情

形 

主

軸

C 

C6 
旅遊實務課

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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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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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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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1.舉辦實務講座至少 2 場。2.舉辦

企業參訪至少2場。 

量化：1.已舉辦 3場實務講座，每場次參加人數

皆為100人以上。2.舉辦企業參訪6場，每次參

加人數為70人。 

已達成 量化：1.舉辦實務講座至少2場。2.舉辦企業

參訪至少2場。 

教學 

主

軸

C 

C6 

旅遊系專業

教室建置計

畫 

質化：增設實習教室設備，藉此增強學生

實作能力。 

質化：增設實習教室設備，藉此增強學生實作能

力。 

已達成 質化：增設實習教室設備，藉此增強學生實作

能力。 

量化：實行旅行社設備維護及更新1次 量化：更新實習旅行社使用之伺服器1台，並安

裝旅行業資訊系統1套。 

已達成 量化：實行旅行社設備維護及更新1次 

教學 

主

軸

D 

D1 
創造優質教

學環境計畫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力與就業力。2.提

升產學能量。3.創造優質的教學環境，以

提升產學合作能量、增加業界互動及學生

就業能力。 

質化：1.透過考取國際認證，以提升學生實務力

與就業力。2.提升產學能量。3.創造優質的教學環

境，提升產學合作能量、增加業界互動及學生就

業能力。 

已達成 質化：1.改善教學環境品質。2.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3.改善學生學習環境。 

量化：1.JAVA 國際認證：獲得證照人數

達30人，通過率為80%。2.CCNA國際

認證：通過率達50%。3.資工系學生參與

產學合作案達19位。4.支援產學合作案2

件、科技部計畫3件。5.指導學生獲得科

技部大專生計畫至少1件。6.指導學生參

加國際研討會2人次。7.101級專題生作

品達10件。8.支應課程數至少15門，受

惠學生數達 600人。 

量化：1.JAVA國際認證：104學年度報名人數為

40人，獲得證照人數為32人，通過率為80%。

2.CCNA國際認證：104學年度下學期6月報名

為31人，獲得證照人數為16人，通過率為52%。

3.資工系學生參與產學合作案19位。4.支援產學

合作案2件、科技部計畫3件。5.指導學生獲得

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1件。6.指導學生參加國際研

討會2人次。7.專題生作品達 10件。8.支應課程

數15門，受惠學生數達600人。 

已達成 量化：1.支援開設8門課程並維持正常教學。

2.產學合作計畫1件。3.科技部、教育部計畫

1件。4.學生參加競賽2組。5.產出專題作品

12組。6.學生專題發表研討會1組。 

教學 

主

軸

D 

D1 
創造優質教

學環境計畫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能力。2.提升產學

能量。3.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4.提升教

師教學品質。5.提升學生學習環境品質。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能力。2.提升產學能量。3.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4.提升教師教學品質。5.提

升學生學習環境品質。 

已達成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能力。2.提升產學能量。

3.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4.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5.提升學生學習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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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1.支援開設 18 門課程並維持正常

教學。2.產學合作計畫 1 件。3.科技部、

教育部計畫1件。4.學生參加競賽2組。

5.產出專題作品12組。6.學生專題發表研

討會3組。 

量化：1.共計開設課程 20 門，上課共計 11,304

人次。2.支援產學合作案 2 件。3.指導學生獲得

科技部大專生計畫1件。4.學生參加競賽9組。

5.101級專題生作品共計11件（因分組人數需要

僅分11組），專題作品參加本校專題競賽，榮獲

科技生技組第二名與第三名。6.指導學生參加國

際研討會2人次。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4組，

共計17人次 

已達成 量化：1.支援開設18門課程並維持正常教學。

2.產學合作計畫1件。3.科技部、教育部計畫

2件。4.學生參加競賽2組。6.學生專題發表

研討會3組。 

教學 

主

軸

D 

D1 

非科院電腦

教室維護計

畫 

質化：維護非科院電腦教室與全校數位講

桌電腦，以提供教學所需之資訊設備。 

質化：維護非科院電腦教室與全校數位講桌電

腦，以提供教學所需之資訊設備。 

已達成 質化：維護非科院電腦教室與全校數位講桌

電腦，以提供教學所需之資訊設備。 

量化：1.電腦報修後，平均三天內完成維

修。 

量化：105年度報修次數達1,242筆，維修以現

場維修完成，必要時送修三天~一週內完成維修，

平均維修時間為三天。 

已達成 量化：維修以現場維修完成，必要時送修三天

~一週內完成維修。 

教學 

主

軸

D 

D1 
教學研究支

持計畫 

質化：由資訊中心維護與管理，達到資源

有效利用節省成本。 

質化：透過共用印表機作為管理印刷紙張管理，

達到資源有效利用節省成本。 

本計畫推動每

位教師每年印

刷上限管制

(6,000張)之目

標已達成，惟

因本校本年度

鼓勵教師爭取

大型計畫案、

產學計畫案

等，故造成總

印刷張數達

321,878張，敬

請委員鑒察。 

質化：教師研究室每樓層設置網路共用印表

機，以達到方便且資源共用。 

量化：協助教師印刷論文，總列印張數達

150,000張。 

量化：提供每位教師每年可印刷張數上限為

6,000張，總使用印刷份數為321,878張。 

量化：提供每位教師每年可印刷張數為6,000

張。 

教學 主 D1 強化資訊設 質化：延續教學與研究環境之建置，以利 質化：延續教學與研究環境之建置，以利師生進 已達成 質化：延續教學與研究環境之建置，以利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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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D 

備計畫 師生進行教學與學習之用。 行教學與學習之用。 進行教學與學習之用。 

量化：1.提供本校295位師生使用。2.電

腦報修後，平均三天內完成維修。 

量化：1.維護全校專任教師共226位，研究室電

腦資訊設備，使之能正常運作。2.維修以現場維

修完成，必要時送修三天~一週內完成維修，平均

維修時間為三天。 

已達成 量化：維修以現場維修完成，必要時送修三天

~一週內完成維修。 

教學 

主

軸

D 

D1 
改善語言學

習環境計畫 

質化：語言教室設備維護，設備汰舊更換

以維持學生課堂上課品質。 

質化：語言教室設備維護，設備汰舊更換以維持

學生課堂上課品質。 

已達成 質化：語言教室設備維護，設備汰舊更換以維

持學生課堂上課品質。 

量化：1.支應課程數達60門。2.受惠學生

數達3,000人。 

量化：1.支應課程數達 112 門。2.受惠學生數達

3,992人。 

已達成 量化：1.支應課程數達 60 門。2.受惠學生數

達3000人。 

教學 

主

軸

D 

D1 

共同教室教

學設備維護

計畫 

質化：汰舊換新設備達到提昇教學品質目

標。 

質化：汰舊換新設備達到提昇教學品質目標。 已達成 質化：汰舊換新設備達到提昇教學品質目標。 

量化：1.更換課桌24張。2.更換單槍投影

機1台。 

量化：1.完成更新活動用折疊課桌20張，另4張

活動折疊課桌評估後仍可使用，為避免經費浪

費，故尚未更新。2.完成單槍投影機 4 台。3.維

護全校電腦教室共8 間、427電腦等資訊設備。 

已達成 量化：維護54間共同教室至少1次。 

教學 

主

軸

D 

D1 
教學設備維

護保養計畫 

質化：良好的教學環境及設備，需要有效

的維護管理、定期保養更換耗材才能使設

備運作正常，確保教學活動之進行。 

質化：良好的教學環境及設備，需要有效的維護

管理、定期保養更換耗材才能使設備運作正常，

確保教學活動之進行。 

已達成 質化：良好的教學環境及設備，需要有效的維

護管理、定期保養更換耗材才能使設備運作

正常，確保教學活動之進行。 

量化：1.更換單槍投影機3台、單槍1顆。

2.更換有線麥克風 10 支。3.維修 4 台教

學用擴大機。4.更換4顆喇叭。 

量化：1.更換單槍投影機 5台、單槍1 顆。2.麥

克風30支、麥克風線10條。3.維修4台教學用

擴大機。4.更換 4顆喇叭。5.維修 5間教室視廳

座椅、更換2間教室白板板面。 

已達成 量化：維修保養125間教室至少1次。 

教學 

主

軸

D 

D1 

優化教學設

備與空間計

畫 

質化：筆記型電腦協助老師上課使用及系

(所)辦理活動更加地順暢，也提升系(所)運

作品質，使得各項活動能順利完成。 

質化：１.維護系所筆記型電腦協助老師上課使用

及系(所)辦理活動更加地順暢，也提升系(所)運作

品質，使得各項活動能順利完成。2.維護實驗課

程相關設備，以維持課程教學品質。 

已達成 質化：1.延長教學儀器使用壽命。2.改善教學

品質。3.改善儀器使用之便利性，以使課程進

行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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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1.更新系所電腦設備一次。2.實驗

課程用7種教學設備維修。 

量化：1.更新系所電腦設備一次。2.實驗課程用 7

種教學設備維修。3.細胞操作台1台(HEPA及粗

濾)及植物無菌操作室 HEPA 濾網更換一式及植

物操作台5台濾網(HEPA及粗濾)更換。 

已達成 量化：購置教室數位教學設備20套。 

教學 

主

軸

D 

D1 
更新運動設

備 

質化：1.降低學生運動的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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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化：1.降低學生運動的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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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成 質化：1.降低學生運動的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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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55門課程學生正常使用。 量化：維持 65門課程學生正常使用。 量化：維持55門課程學生正常使用。 

教學 

主

軸

D 

D1 
校園網路維

運計畫 

質化：1.維持全校網路相關設備之正常運

作。2.維護本校資訊安全。 

質化：1.維持全校網路相關設備之正常運作。2.維

護本校資訊安全。 

已達成 質化：1.維持全校網路相關設備之正常運作。

2.維護本校資訊安全。 

量化：1.校園網路骨幹可使用率達99.8%。

2.重大資安事件發生次數：0次。 

量化：1.校園網路骨幹可使用率達 99.8%。2.重

大資安事件發生次數:0 次。3.完成光纖主幹線

204對。4.建置次世代防火牆(資安設備)及資安防

護資訊記錄管理器，提昇本校資安能力。 

已達成 量化：1.校園網路骨幹可使用率達99.8%。2.

重大資安事件發生次數：0次。 

教學 

主

軸

D 

D1 

教學環境建

置及學生學

習設備改善

計畫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能力。2.提升產學

能量。3.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4.提升教

師教學品質。5.提升學生學習環境品質。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能力。2.提升產學能量。3.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4.提升教師教學品質。5.提

升學生學習環境品質。 

已達成 質化：1.提升學生實務能力。2.提升產學能量。

3.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4.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5.提升學生學習環境品質。 

量化：1.指導學生通過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4 件。2.支援科技部計畫 4 件。3.教育部

計畫2件。4.產學計畫2件。5.學生考取

專業證照(OCJP、CCNA)達 20 人次。6.

指導學生參加研討會2組，達 10人次。 

量化：1.指導學生通過科技部大專生計畫4件。

2.支援科技部計畫 4件。3.教育部計畫2件 4.產

學計畫2件。5.指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OCJP、

CCNA)20 人次。6.指導學生參加研討會 2 組約

10人次。7.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6組共40人

次。 

已達成 量化：1.指導學生通過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4

件。2.支援科技部計畫4件。3.教育部計畫 2

件。4.產學計畫 2 件。5.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OCJP、CCNA)達 20人次。6.指導學生參加

研討會2組，達10人次。 

教學 

主

軸

D 

D1 
設置體適能

訓練室計畫 

質化：於緣起樓地下室設置隔間裝潢，規

劃設置體適能檢測區、重量訓練區、心肺

有氧訓練區、伸展區、有氧舞蹈區等，購

質化：於緣起樓地下室完成設置隔間裝潢，規劃

設置體適能檢測區、重量訓練區、心肺有氧訓練

區、伸展區、有氧舞蹈區等，購置重量訓練器材

因放置地點緣

起樓地下室，

電力供應問

質化：為使全體師生同仁及運動代表隊學生，

擁有良好的運動環境，鍛練身體肌肉適能，持

續維護安全舒適之運動環境及器材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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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重量訓練器材以及心肺訓練器材。 以及心肺訓練器材。 題，廠商需進

行電力系統調

整作業，影響

本校驗收啟用

時程，致使驗

收完成為 105

年12月27日，

故本校將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放學

生使用。敬請

委員鑒察。 

量化：使用學生人次達100人次。 量化：完成建置體適能訓練室1間。 量化：使用學生人次達100人次。 

教學 

主

軸

D 

D1 
提升學生能

力雙 i計畫 

質化：1.可提升教學品質，讓學生學習較

新技術與彌補學用落差差距。2.提升系上

產學合作計畫品質。3.因apple電腦教室

為系上招生活動之重點且常接受學校大

型參訪活動，可提升對外參訪效果。 

質化：1.可提升教學品質，讓學生學習較新技術

與彌補學用落差差距。2.提升系上產學合作計畫

品質。3.透過接受學校大型參訪活動，可提升對

外參訪效果。 

已達成 質化：1.可提升教學品質，讓學生學習較新技

術與彌補學用落差差距。2.提升系上產學合作

計畫品質。.透過接受學校大型參訪活動，可

提升對外參訪效果。 

量化：1.支援開設 1 門課程。2.接受國高

中生參訪，預計 20 人次。3.產學合作 1

件。 

量化：1.支援開設6門課程。2.接受高中生參訪，

30人次。3.產學合作1件。4.資管系軟體工坊研

習 26 次，共計 405 人。5.完成 apple 教室設備

更換。 

已達成 量化：1.支援開設1門課程。2.與業界合作辦

理app相關研習，對象爲高中職以上學生（含

本校學生）4場。3.參加研習營總人數預計100

人次。4.與業界合作辦理app相關競賽1場。

5.參加 app 相關競賽 2 場。6.接受國高中生

參訪，預計80人次。 

教學 

主

軸

D 

D1 

學海堂-優化

教學設備與

空間計畫 

質化：更新教學空間設備，以符合教學需

求。 

質化：更新教學空間設備，以符合教學需求。 已達成 質化：更新教學空間設備，以符合教學需求。 

量化：完成4間教室裝修及桌椅更新。 量化：完成4間教室裝修及桌椅更新。 已達成 量化：完成4間教室裝修及桌椅更新。 

教學 主 D1 學習面相關 質化：全校各系所辦公室有四台電腦供同 質化：維護全校各系所辦公室有學習面電腦運作 已達成 質化：全校系所辦公室有四台電腦供同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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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D 

設備維護計

畫 

學使用，以方便同學做作業並加強同學與

系所的向心力。 

順暢，以提供同學使用，加強同學與系所的向心

力。 

用，以方便同學做作業並加強同學與系所的

向心力。 

量化：電腦報修後，平均三天內完成維修。 量化：1.維護全校21個系，每系辦公室提供4 台

電腦供同學作業或練習使用，共84台電腦。2.維

修以現場維修完成，必要時送修三天~一週內完

成維修，平均三天內完成維修。 

已達成 量化：電腦報修後，平均三天內完成維修。 

教學 

主

軸

D 

D1 
舉辦校內運

動競賽計畫 

質化：舉辦新生盃籃球、排球、桌球等球

類競賽活動，以及上學期和下學期籃球、

排球和桌球等聯盟賽事規劃。 

質化：完成舉辦新生盃籃球、排球、桌球等球類

競賽活動，以及上學期和下學期籃球、排球和桌

球等聯盟賽事規劃。 

已達成 質化：透過競賽活動規劃的執行，提供學生們

有正當的課後活動參與，培養健康的生活形

態，鍛鍊健康身型。 

量化：舉辦籃球、排球、桌球比賽各至少

一場。 

量化：舉辦男/女籃球、男/女排球、男/女桌球比

賽共8場。 

已達成 量化：舉辦籃球、排球、桌球比賽各至少一場。 

教學 

主

軸

D 

D2 
校園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 

質化：藉由各項安全衛生設施軟、硬體改

善，以建立「安全」的教學學習環境。 

質化：藉由各項安全衛生設施軟、硬體改善，以

建立「安全」的教學學習環境。 

已達成 質化：藉由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設施改善，

以建立「安全」的教學學習環境。 

量化：1.保持飲水機水質符合飲用水標準

達100%。2.完成1次檢驗放流水水質符

合排放水標準。3.完成作業環境檢測1處。

4.進行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達 3 處。5.更

換廢液貯存區濾網至少1次。6.進行實習

場所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達2場次。7.

進行職工防護團暨消防組訓教育訓練，達

1場次。 

量化：1.飲水機水質符合飲用水標準，檢驗28台

數，達 100%。2.完成 1 次檢驗放流水水質符合

排放水標準。3.作業環境檢測 1 處。4.校園無障

礙環境改善3處。5.廢液貯存區濾網更換1次。

6.實習場所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共 2 場次。7.

職工防護團暨消防組訓教育訓練1場次。 

已達成 量化：1.消防組訓教育訓練1場。2.作業環境

監測1次。3.工作場所個人防護器具1批。4.

災害防救基本備品1批。 

教學 

主

軸

D 

D2 
校園AED裝

置設備計畫 

質化：1.提供校園內自動體外去顫器

(AED)，以因應教職員工及學生於校園中

因心律不整或心肌梗塞時之緊急醫療處

置。2.提升校園緊急救援設備與能力，塑

造安全的校園。 

質化：1.完善校園內自動體外去顫器(AED)，以因

應教職員工及學生於校園中因心律不整或心肌

梗塞時之緊急醫療處置。2.透過急救訓練活動以

提升校園緊急救援設備與能力，塑造安全的校

園。 

1.因本校空間

配置考量，本

年度僅增購 2

台，民國 106

年 3 月新教學

大樓啟用後，

質化：1.提供校園內自動體外去顫器(AED)，

以因應教職員工及學生於校園中因心律不整

或心肌梗塞時之緊急醫療處置。2.提升校園緊

急救援設備與能力，塑造安全的校園。 

量化：1.增設AED達5台。2.推廣急救教 量化：1.增設 AED 共 2 台。2.推廣急救教育訓 量化：1.維持AED數量達9台。2.推廣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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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強化師生自救及救人的技能預計

520人參與。 

練，強化師生自救及救人的技能舉辦5場365人

次參與。 

將陸續增加設

置至9台。 

2.本校將強化

推廣宣傳，以

強化師生自救

及救人的技

能。敬請委員

鑒察。 

教育訓練，強化師生自救及救人的技能預計

470人參與。 

教學 

主

軸

D 

D3 
大數據行銷

實驗室 

質化：提供學生作為專題製作及論文研究

之專業教室，並於累積足量的實驗經驗。 

質化：提供碩士班及大學部學生作為專題製作及

論文研究之專業教室，以累積足量的實驗經驗。 

本實驗室已於

105 年 12 月

13日完成建置

及驗收相關程

序，將於 106

年度進行使

用，以供碩士

班及大學部專

題課程使用。 

質化：提供行銷管理、行銷研究、行銷企劃等

課程之專業教室，以提供教學或研究之素材。 

量化：1.支應大學部專題實務課程，受惠

學生數達 50 人。2.支應碩士班專題實務

課程，受惠學生數達35人。 

量化：完成大數據行銷實驗室1間。 量化：1.支應大學部專題實務課程，受惠學生

數達80人。2.支應碩士班專題實務課程，受

惠學生數達50人。 

教學 

主

軸

D 

D3 文創基地 

質化：建置具文化創意氛圍園區與校園文

創基地，提供生師以文化創意加值實作空

間，藉由創意發想、創新管理與產學的實

務應用，提升學習、教學、研究與產學服

務的能量。 

質化：完成「南華綠園創基地」建置，以做為培

養學生具備獨立思考與創意能力之場域，並以該

場域串聯了文化創意與自然療癒及環境永續之

概念，也充分展現學校發展身心靈產業的目標。

２.藉由創意發想、創新管理與產學的實務應用，

提升學習、教學、研究與產學服務的能量。 

已達成 質化：1.實作經營文創空間與文創商品展銷，

增進師生在文創事業管理與行銷的實務經

驗。2.學生經由實習管理文創基地，提升自我

學習信心與成就。 

量化：1.建置文創意象空間場域 1 件。2.

建構文創展銷空間與設備 1 件。3.導入 1

門文創管理相關課程實作活動。4.導入學

生課程實習 50人次。 

量化：1.建置文創意象空間場域 1 件。2.建構文

創展銷空間與設備1件。3.導入1門文創管理相

關課程實作活動。4.學生課程實習50人次 

已達成 量化：1.導入 2 門文創管理相關課程實作活

動。2.導入學生課程實習 50 人次。3.辦理文

創商品展銷活動3場。4.引進文創商品產學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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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主

軸

D 

D3 
建景系畢業

設計成果展 

質化：辦理 104學年度(101 級)畢業設計

專題成果展示活動，強化本系學生與職場

接軌，提升就業競爭力。 

質化：完成 104 學年度(101 級)畢業設計專題成

果展示活動，以提升就業競爭力，並與職場接軌。 

已達成 質化：辦理105學年度(102級)畢業設計專題

成果展示活動，強化本系學生與職場接軌，提

升就業競爭力。 

量化：1.完成設計實習33組，1場畢業設

計成果展，約計300人參觀。2.出版畢業

專刊及展出系服，作為整體性展覽宣傳。 

量化：1.完成設計實習33組，於松山文創園區舉

辦1場畢業設計成果展，達300人參觀。2.出版

畢業專刊及展出系服，作為整體性展覽宣傳。 

已達成 量化：1.完成設計實習 33組，1場畢業設計

成果展，約計300人參觀。2.出版畢業專刊及

展出系服，作為整體性展覽宣傳。 

教學 

主

軸

D 

D3 

節能系統升

級及改善計

畫 

質化：1.配合新建完成學生宿舍提升本校

中央監控系統通訊系統更換相關模組及

設備。2.提昇本校教職員生之生活環境外，

降低能資源的使用。3.改善因資訊與宣導

之節能落差。 

質化：1.配合新建完成學生宿舍提升中央監控系

統通訊系統更換相關模組及設備。2.提升本校教

職員生之生活環境外，降低能資源的使用。3.改

善學校危險區域照明，及改善資訊與宣導之節能

落差。 

已達成 質化：1.配合新建完成學生宿舍提升本校中央

監控系統通訊系統更換相關模組及設備。2.提

昇本校教職員生之生活環境外，降低能資源

的使用。3.改善因資訊與宣導之節能落差。 

量化：1.完成校內照明系統節能改善1處。

2.完成節能改善系統作業 1 次。3.提昇節

能系統改善電力管線1次。 

量化：1.完成校內照明系統節能改善 2 處。2.完

成節能改善系統作業3次。3.提升節能系統改善

電力管線2次。 

已達成 量化：1.完成校內照明系統節能改善1處。2.

完成節能改善系統作業 1 次。3.提昇節能系

統改善電力管線1次。 

教學 

主

軸

D 

D3 
實習庭園教

學空間計畫 

質化：提供學生庭園空間，並進行實作教

學，強化學用合一。 

質化：提供學生庭園空間，並進行實作教學，以

強化學生學用合一。 

已達成 質化：提供學生庭園空間，並進行實作教學，

強化學用合一。 

量化：1.景觀植栽設計實習作品達8組。

2.景觀工程及景觀細部設計營造棚架、設

置水電管線、組合便橋1次。3.學生實習

庭園維護管理至少1次。 

量化：1.景觀植栽設計實習作品達 8 組。2.景觀

工程及景觀細部設計營造棚架、設置水電管線、

組合便橋1次。3.學生實習庭園維護管理1次。 

已達成 量化：1.景觀植栽設計實習作品達8組。2.景

觀工程及景觀細部設計營造棚架、設置水電

管線、組合便橋1次。3.學生實習庭園維護管

理至少1次。 

教學 

主

軸

D 

D4 
MCI 雲端互

動中心計畫 

質化：1.建置高互動性雲端互動中心之軟

硬體設施。2.舉辦設備使用教育訓練。 

質化：1.完成高互動性雲端互動中心之軟硬體設

施。2.舉辦設備使用教育訓練。 

已達成 質化：舉辦設備使用教育訓練。 

量化：已完成軟硬體設施及舉辦1場使用

教育訓練。 

量化：已完成軟硬體設施及舉辦1場使用教育訓

練。 

已達成 量化：已完成軟硬體設施及舉辦 1 場使用教

育訓練。 

教學 
主

軸
D4 

校務行政系

統維運計畫 

質化：維護全校教職員生於人事、教務、

學務、總務、會計等資訊系統。 

質化：維護全校教職員生於人事、教務、學務、

總務、會計等資訊系統。 

已達成 質化：維護全校教職員生於人事、教務、學務、

總務、會計等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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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量化：校務系統可使用率達99.5%。 量化：校務系統可使用率達99.5%。 已達成 量化：校務系統可使用率達99.5%。 

教學 

主

軸

E 

E2 
英語能力提

升計畫 

質化：1.Igot英語線上學習測驗系統:提供

學生線上多益模擬測驗。2.提供英語能力

自我檢測及分析評量。3.藉由線上互動評

量系統，以提升英文能力。 

質化：1.以 Igot英語線上學習測驗系統，提供學

生線上多益模擬測驗。2.提供英語能力自我檢測、

分析評量及前後測追蹤學習成效。3.藉由線上互

動評量系統，以提升英文能力。 

已達成 質化：1.Igot 英語線上學習測驗系統:提供學

生線上多益模擬測驗。2.提供 2+2 學程精進

班四回合托福模擬測驗題庫及測驗。3.提供英

語能力自我檢測及分析評量。 

量化：受惠學生人數達250人。 量化：開設多益精進練習班，並進行前測+後測共

578(人次) 

已達成 量化：受惠學生人數達250人。 

教學 

主

軸

E 

E2 
園藝治療推

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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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相關設施施作，藉以增進學生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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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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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1.完成步道及花圃施作 1 處。2.療

癒花園校外人士參觀人次達700人次。3.

園藝治療課程參與達700人次。4.校內學

生社團活動總計450人次。 

量化：1.完成步道及花圃施作 1 處。2.療癒花園

校外人士參觀人次總計771人次。3.園藝治療課

程參與總計 700人次。4.校內學生社團活動總計

450人次。 

已達成 量化：1.完成步道及花圃施作1處。2.療癒花

園校外人士參觀人次達 700 人次。3.園藝治

療課程參與達 700 人次。4.校內學生社團活

動總計45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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