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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本表不包含學校自籌經費與調升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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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目標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之

比率

（B/C*100

%） 

名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預期 

實際 

（請註明達成之百分比） 

1.未達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2.具體改善機

制 

原規劃 

實際支用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B） 

教學 設置獎助學金

制度，落實助

弱扶優理念 

規劃多元奬助學金方

案 

規劃多元獎助學金方案。 45 質化 

協助學生減輕就學期間經 

濟負擔，安心完成學業。 

量化 

受惠學生數 40人以上。 

規劃多元奬助學金方 

質化： 

協助學生減輕就學期間經濟負擔 

量化： 

大數據與智慧金融人才獎學金 20 人 

大數據與智慧金融人才培育獎學金 16

人。(達成率 100%) 

無 

74 74 0 74 3.53% 

提升環安衛系

統，建立溫馨

永續校園 

升級節能系統，建立永

續校園 

升級校園節能系統。 47 質化 

於校區內各建築建置時控裝置，並

設置各種具有節能及環保標章之相

關設備，已達節能減碳之效，並有效

撙節用電量。 

量化 

1. 汰換老舊冷氣為新設具環保及

節能標章之冷氣空調。 

2. 校園照明設施購換LED燈具，並

搭配時控裝置，達節能減碳之

效，並有效撙節用電量。 

打造綠色友善校園計畫 

質化： 

男宿 B1 圖書館 K 館，提供學生閱覽及

K 書舒適環境，安裝具環保及節能標章

之冷氣空調以達節能減碳之效，並有效

撙節用電量 

量化： 

採購分離式冷氣 8台。(達成率 100%) 

無 

76.0193 0 51.0420 76.0193 3.63% 

提升校園安全，打造溫

馨校園 

1. 完善衛保中心醫療保

健器材。 

2. 完善校園安全防護軟

硬體。 

3. 打造綠色友善校園計

畫。 

46 質化 

1. 充實校園醫療保健器材，提供師

生健康的校園生活。 

量化 

1. 消耗性醫療用品一批。 

完善校園醫療保健器材 

質化： 

提供師生健康安全校園 

量化： 

生活冰機 1台、床包 4 組、涼被 4件、

枕頭 4個、枕頭套 4個等觀察床週邊設

備、三合一急救甦醒組 1 組、耳溫槍 1

支、血壓計 1個，ok繃、紗布、人工皮

等醫療號用品一批。 

(達成率 100%) 

無 

7.56 6.56 

提升校園安全，打造溫

馨校園 

1. 完善衛保中心醫療保

健器材。 

2. 完善校園安全防護軟

硬體。 

3. 打造綠色友善校園計

畫。 

46 質化 

1. 逐步汰換舊型監視系統及增加

校區各點照明，打造安全無犯罪

死角校園。 

2.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提升校

園資安防護。 

3. 充實校園醫療保健器材，提供師

生健康的校園生活。 

量化 

1. 增購監視系統軟硬體設備。 

2. 於校園各運動場增設照明。 

3.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維護全

校師生資訊安全環境。 

 

完善校園安全防護軟硬體。 

質化: 

1.對進出校園人士加以控管，以維護校

園教職員及學生安全，嚇阻犯罪狀況發

生。 

2.強化校園資訊安全。 

量化: 

影視對講機 1式、16埠數位錄影機。 

校園防毒軟體授權 12個月。 

(達成率 100%) 

無 

4.8723 5.9850 

豐富多元學習

資源，落實全

人教育 

推展社團活動，充實學

生社團設備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 47 質化 

提供學生優質社團活動資源，以鼓

勵學生多元學習，培養不同價值觀

及探索自我。 

量化 

增購球具、練習設備、藥品、教具、

樂器等社團設備，提供每週社團課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 

質化： 

增購社團體育設備，提供學生優質社團

活動資源，以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培養

不同價值觀及探索自我，提供每週社團

課程、每學期比賽或成果發表使用。 

量化： 

無 

226.1559 24.1750 12.8 226.1559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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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每學期比賽或成果發表使用。 撞球桌 2 座、排球 20 顆、球車 1 台、

天鵝級羽毛球 30打、比賽及羽毛球 10

打、網球 10 袋(1 袋 60 顆)、籃球 20

顆、排球 5顆、7 號籃球 50個、網球置

球車 4台、捕手護胸 1個、捕手護膝 1

個、捕手面具 1 個、器材拖輪袋 2個、

平面檔網 14 座 

(達成率 100%) 

推展社團活動，充實學

生社團設備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 47 質化 

提供學生優質社團活動資源，以鼓

勵學生多元學習，培養不同價值觀

及探索自我。 

量化 

增購球具、練習設備、藥品、教具、

樂器等社團設備，提供每週社團課

程、每學期比賽或成果發表使用。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 

質化： 

增購社團活動設備，提供優質社團活動

資源，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培養不同價

值觀及探索自我，利每週社團課程、每

學期比賽或成果發表使用。 

量化： 

無線擴大機 2 部、樂譜 28 冊、混音器

1 台、喇叭 2 個、麥克風 1支、木吉他

2 把、銅鈸 1 個、銅鈸架 1個、手搖鈴

鼓 1個、鈴鼓輔助架 1個、無線電對講

機 20 台、相機腳架 2 支、電池 1 個、

512G記憶卡 2張 

(達成率 100%) 

無 

4.3110 17.9138 

充實校園體育設施，健

全學生身心發展 

充實校園體育設備。 48 質化 

提供學生優質的體育學習與活動環

境，健全學生身心發展。 

量化 

需增購球具、球網、訓練輔具、安全

防護用品及消耗品等體育課程相關

器材，全校學生每週體育課程使用。 

優質的體能育樂學習 

質化： 

提供學生優質課外刊物資訊，健全學生

身心發展，增購性別平等相關書籍及

DVD，供 108 學年度學生借閱及性別議

題講座播放。 

量化： 

性平主題中文圖書 21 冊、公播版視聽

資料 14片 

(達成率 100%) 

無 

0 6.0049 

 

充實校園體育設施，健

全學生身心發展 

充實校園體育設備。 48 質化 

提供學生優質的體育學習與活動環

境，健全學生身心發展。 

量化 

需增購球具、球網、訓練輔具、安全

防護用品及消耗品等體育課程相關

器材，全校學生每週體育課程使用。 

充實校園體育設施 

質化： 

提供學生優質的體育學習環境，健全學

生身心發展。 

量化： 

1. 體育器材：多功能訓練機 1 台、腹

部訓練椅 1 台、可調式啞鈴訓練椅

1 台、可調式仰臥起坐椅 1台、啞鈴

訓練椅 1 台、圓盤式守備發球機 1

台、雙輪式棒球發球機 1 台、測速

槍 1支、法式滾球 10套、擲球圈 20

個、目標球 6 組、槓片 24片、槓心

及鎖 1組、羽毛球 50桶、桌球拍 40

支、網球握把布 3桶、匹克球 30 顆、

羽毛球握把布 2桶、羽毛球網 10面、

7 號籃球 40顆、6 號籃球 40 顆、彈

力阻力帶 20條、網球練習球 500顆、

圓柱 1 座、20 公斤沙包袋組 1 組、

健身車 3 部、電子計時器 1 台、碼

表 3 個、多用途軟式標示盤 2 組、

足球 2 個、排球 2 個、號碼衣 150

件、羽毛球 30 筒、女用 7號高爾夫

球桿 20支。 

2. 體育相關周邊配備: 工業立扇 10

台、大鐵柄搬運箱 25 個、通寶箱 5

無 

24.1250 4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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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高階師資佔全體教師比例 36％、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 78％。 

1. 4.108 年度提出教師升等者有 7 位

(升等教授 1 位、升等副教授 6位)，

提出比例佔可送審教師之 46.7%。 

(達成率 100%) 

完善課程改革 PDCA 機

制 

1. 完善教學評鑑PDCA機

制。 

2. 辦理績優教師經驗分

享或創新課程教學觀

摩會。 

3. 辦理課程大綱外審。 

4. 精進教師創新教學。 

5. 完善專業教與學軟硬

體，強化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品質。 

49 質化 

1. 邀請校內外教學優良之教師進

行教學演示或經驗分享，與校內

其他教師共同討論如何在課程

安排及教學知能上不斷創新，促

使優良教學經驗之交流，引導優

質教學做傳承，進而提升教師教

學品質與學生學習動機。 

2. 精進教師創新教學是本校帶動

學生表現創新的重要關鍵，將透

過 建 立 教 學 數 位 平 臺 （ E-

Learning Center）、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工作坊等

措施，推展翻轉教室的創新教學

理念，建構學科線上學習機會，

提供教師教學的重要資源，以及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多元可行

途徑。 

3. 完善專業教與學軟硬體，強化教

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 

量化 

1. 辦理績優教師經驗分享或創新

課程教學觀摩會2場。 

2. 辦理課程大綱外審1次。 

3. 精進專業教與學設備，提供全校

師生400人以上教學使用。 

完善教與學、多元學習、創新教學空間

設備、TOEIC模擬測驗題庫。 

質化： 

1. 建置建置數位影音實驗室、電腦教

室與課業討論區，並登上社群媒體、

建置線上學習平台。 

2. 完善多功能複合教室及多功能階梯

教室。 

3. 購置音樂器材 

4. 更新汏換音響設備、電源順序開關

等教學所需白板椅子等設備。 

5. 全面更換教室用電腦主機 18部教室

(4.5樓內)裝置矩陣式切換器。 

6. 實務專題與成果展示 

7. 購置 TOEIC 模擬測驗題庫 5 回，放

置於圖資處電子資源平台，並做為

全校英語大會考考試試題。 

量化： 

1.iMac 9部、電腦主機 55部、液晶螢

幕 60 台、多點觸控螢幕 1 台、無線麥

克風 1支、擴大機 1部、LCD電視 4台、

喇叭 3 台、電腦桌 52 張、電腦主桌吊

架 52 個、電腦椅 52張、電視架 1座、

廣播軟體 53 套、還原軟體 53 套、監視

器 8 台、陽光捲簾 8 式、AIoT 教材 50

組、座椅 80張、雙頻無線麥克風 1組、

混音功率擴大機 1部、8 吋二音路喇叭

2 組、一對一分離式冷氣 2台、總電源

循序控制器 1台、無線麥克風 1支、嵌

入型數位列席單體 (桌上發言麥克

風)21 組、嵌入型數位主席單體 1組、

數位會議主機 1 台、壁掛喇叭 4支、超

低音喇叭 2支、柱型喇叭 2支、聚光燈

4 盞、LED PAR燈 10 盞、電源順序開關

1 台、四頻道無線麥克風主機 3組、燈

光控制器 1台、強波天線組 2 組、HDMI

投影機網路訊號延伸器 1組、天線分配

器 1台、燈光控制編碼器 1組、電容式

麥克風 2 組、擴大機 1 台、16 鬼混音控

制器、桌椅組 1 組、桌子 18 張、固定

式白板 1 面、移動式白板 2座、小提琴

1 把、中提琴 1把、平台鋼琴 1架、大

提琴 2把、桌上型木工車床 1 台、圓鋸

機 1台、角度切斷機 1台、砂帶機 1台、

集塵機 1 台、油壓升降工作推車 1台、

角鑿機 1 台、平鉋機、手壓鉋、鑽床 1

台、吸塵器 1 台、行動錄音室 1台、音

樂數位鍵盤 8台、麥克風套組 1組、混

音器 1台、監聽喇叭 1對、球場戶外座

椅 14 張 、 ICRT 錄 音軟體 Adobe 

Audition，授權期間 108 年 10月 03日

無 

 196.2128 880.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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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超市菜籃 5 個、50 米手提尼龍

布尺 1個。 

(達成率 100%) 

豐富圖書資訊設備，培

養跨域人才。 

充實圖書資源及資訊設

備。 

48 質化 

提供學生透過多元學習管道與資

源，增益知識，探索自我，適性發展。 

量化 

1. 採購300冊圖書，豐富圖書資源。 

2. 採購視聽資料20種。 

3. 採購數位攝影器材一批，記錄教

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果。 

4. 校園資訊網站更新，提供全校師

生500人以上即時教學活動訊

息。 

5. 採購 AI課程設備一批。 

充實圖書資源及學術研究軟硬體資訊

設備 

充實圖書資源及學術研究軟硬體資訊

設備 

質化: 

1.提供多元學習管道與資源，增益知

識，探索自我，適性發展。 

2.建置遠距視訊教學及經驗分享交流

空間。 

3.打造專業學術研究環境，滿足師生教

學及研究需求，精進學術質量，提升學

術影響力。 

4.增置戶外 LED 投射燈盞 2 盞, 供夜

間課程活動照明。 

量化: 

1.學研設備:電腦 6 部、中文圖書 566

冊、西文圖書 125冊、公播版視聽資料

7 片、音樂 CD 219片、單眼相機 1部、

數位相機 1部、手持握把 1支、記憶卡

4 張、攝影機 1部、GoPro攝影機 2部、

GoPro 三向固定支架 1 支、GoPro 延長

桿及固定座 1支、GoPro充電電池 1個、

24 幅無框畫(60 吋 4幅、40吋 10 幅、

30吋 10幅微、防毒軟體、軟校園軟體

OVS-ES 授權方案(Windows、Office、

Core、SQL)、硬碟 5顆、視訊主機 1 台

及週邊設備。 

2.電子資源:採購中文電子期刊 6 種一

年期，供師生商管領域電子期刊資源，

共計 207 次線上閱覽。商管學術性期刊

西文全文資料庫 1種，供師生教學及研

究期刊論文需求，共計 515 次線上檢

索。哈佛商業評論資料庫 1年期，供師

生教學及研究之期刊論文需求，共計 64

次線上檢索。法源法律專業資料庫，供

師生法學專業資訊，共計 1319 次檢索。 

3.照明設備:夜間課程活動照明約 150

人次使用。 

(達成率 100%) 

無 

36.4053 55.3309 

 落 實 教 學 品

保，確保學習

成效 

完善教學評鑑 PDCA 1. 完善教學評鑑 PDCA 機

制。 

2. 辦理教學優良教師獎

勵，鼓勵和支持本校教

師增進教學品質。 

3. 期末「教師教學學生意

見調查表」。 

4. 教學意見及時回饋。 

50 質化 

依據本校「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學

優良教師獎勵辦法」獎勵教師教學

成果，以鼓勵和支持本校教師增進

教學品質。 

量化 

1. 每學年獎勵教學卓越1人、三系

優良教師各1人。 

2. 期末「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

表」回收率80%。 

107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勵金 

107-2新聘專任教師審查費 

108-1教師升等審查費 

108-1新聘專任教師審查費 

質化: 

1.辦理教學優良教師獎勵，鼓勵和支持

本校教師增進教學品質。 

2.增強本校教師組成，改善師資結構。 

3.公開延攬師資，提升新進教師教學、

研究與服務品質。 

量化: 

1.特優 1 位系上教三位 

2. 期末「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表」

回收率 90%。 

3.以 108 年 10 月校庫填報資料為準，

無 

1094.568 18 0 1094.568 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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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9年 10月 02 日(107年 12月 9日

至 108 年 12 月 8 日)、10 組燒焊組、

筆記型電腦 15 部、電腦主機 18 部、

HDMI矩陣式切換器 6台、充電器及充

電電池 2 組、AIoT 教材 20 組、1.5 米

音源線 84條 

2.提供全校學生精進語文能力。 

(達成率 100%) 

研究 延 攬 專 業 師

資，充實師資

陣容 

強化師資結構，提升師

資質量 

 

1. 提高教授學術研究加

給。 

2. 提高彈性薪資給予。 

52 質化 

1. 增強本校教師組成，改善師資結

構。 

2. 公開延攬師資，提升新進教師教

學、研究與服務品質。 

量化 

1. 高階師資佔全體教師比例達24%

以上，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維持

86%以上。 

2. 國際師資佔全體教師比例達21%

以上。 

108年 8-12 月教師薪資 

質化： 

1.增強本校教師組成，改善師資結構。 

2.公開延攬師資，提升新進教師教學、

研究與服務品質。 

量化： 

1. 本校專任教師學術研究費調整與公

立大學一致。 

(達成率 100%) 

無 

418.9915 418.9915 0 418.9915 20% 

研究 獎 勵 教 師 研

究，精進學術

質量 

奬勵教師研究，增進學

術質量 

教師學術研究績效獎勵

補助。 

52 質化 

依據本校「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學術

研究績效獎勵補助辦法」獎勵教師

學術研究成果，以鼓勵和支持本校

教師增進學術研究能量。 

量化 

每學期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補助篇數

達10篇以上。 

學術著作奬勵 

質化： 

依據本校「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學術研究

續效奬勵補助辦法」奬勵教師學術研究

成果，以鼓勵和支持本校教師增進學術

研究能量 

量化: 

1.107-2 學期學術著作獎勵金(108 教

補款)107-2 教師共 8名，學術期刊論

文 11 件(SCI 期刊論文 1篇、SSCI期刊

論文 3 篇)、研討會論文 4 件、專書 1

件，共計 16 件。 

2.108-1 學術著作獎勵金 108-1 教師

共 13 名，學術期刊論文 19 件(SCI 期

刊論文 3篇、SSCI期刊論文1篇、Scopus

期刊論文 3 篇、Econlist 期刊論文 1

篇)、研討會論文 14 件、專書 1件，共

計 34 件。 

3.投稿費及翻譯費 

(達成率 100%) 

無 

67.9291 67.9291 0 67.9291 3.24% 

國際 接軌國際，培

育優秀人才 

精進語言文化教與學

環境，厚植學生移動力 

1. 優化語言文化教室。 

2. 精進語言文化學習圖

書及軟硬體設備。 

3. 獎助學生報考語文檢

定測驗費用。 

4. 4辦理外語學習營。 

51 質化 

1. 精進語言文化教與學環境，提供

學生優質豐富的外語學習資源，

培養學生國際移動力之重要語

言基礎。 

2. 獎勵學生積極報考語文檢定測

驗，提高外語溝通能力，並達到

海外學習之必要申請條件，奠定

體驗海外學術能量及國際文化

交流的第一步。 

量化 

1. 完成3間語言文化教室優化。 

2. 採購語言文化學習圖書50冊。 

3. 採購1種語言文化學習軟硬體設

備。 

4. 獎助學生報考語文檢定費用人

數10位。 

5. 辦理外語學習營2場。 

奬勵師生積極參與國際競賽 

質化： 

依據本校「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奬勵補助

師生參與校外競賽活動辦法」奬勵師生

積極參與校外競賽，拓展視野及提升學

術風氣，培養創新思維與激發潛能。 

量化： 

1. 4 位學生參加國際 SolBrdige 商業

競賽 

2. 10 位財法系香港 LAWASIA 競賽 

(達成率 100%) 

無 

22.5006 22.5006 0 22.500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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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

及推廣教

育 

優質產學，學

用合一 

推動教師產學深度研

習，提升師生實務能力 

1. 與產學合作機構共同

訂定研究主題，進行研

究活動。 

2. 實地參訪產學夥伴企

業及學生實習之企業

單位，安排體驗活動及

相關講座。 

3. 締結產學合作夥伴計

畫。 

56 質化 

1. 增加產學合作量能量，建立良好

的產學合作模式。 

2. 為落實教師研究主題，獲薦送之

教師於研習後，須將所學轉化為

課程教學內容及指導學生實作

專題。 

3. 活用專業知識，增加產學合作默

契。 

量化 

1. 教師企業研習4場。 

2. 參與教師研習人數20名。 

3. 每年至少薦送1名教師至產學合

作機構進行深度研習。 

4. 締結產學夥伴 5 家。 

師生參加校外競賽活動奬勵補助 

質化： 

依據本校「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獎勵補助

師生參與校外競賽活動 

辦法」獎勵師生積極參與校外競賽、拓

展視野及提升學術風氣，培養創新思維

與激發潛能。 

量化： 

1. 107-2 師生校外競賽獎勵金 7 案 35

人。 

2. 108-1 師生校外競賽獎勵金 3 場 

(達成率 100%) 

無 

114.7935 5.7 0 114.7935 5.48% 

產學合作

及推廣教

育 

優質產學，學

用合一 

推動教師產學深度研

習，提升師生實務能力 

1. 與產學合作機構共同

訂定研究主題，進行研

究活動。 

2. 實地參訪產學夥伴企

業及學生實習之企業

單位，安排體驗活動及

相關講座。 

3. 締結產學合作夥伴計

畫。 

56 質化 

1. 增加產學合作量能量，建立良好

的產學合作模式。 

2. 為落實教師研究主題，獲薦送之

教師於研習後，須將所學轉化為

課程教學內容及指導學生實作

專題。 

3. 活用專業知識，增加產學合作默

契。 

量化 

1. 教師企業研習4場。 

2. 參與教師研習人數20名。 

3. 每年至少薦送1名教師至產學合

作機構進行深度研習。 

4. 締結產學夥伴 5 家。 

學生證照補助 

質化： 

本校為增強學生畢業後就業競爭力，規

定學生應於畢業前考取 

9大證照，並訂定「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學

生考取證照獎補助辦法」，使課程與產

業接軌，增進學生的實作及就業就業競

爭力。 

量化： 

1. 107-1證照獎補助獎勵金 187名 602

張。 

2. 107-2證照獎補助獎勵金 158名 260

張。 

3. 108-1證照獎補助獎勵金 203名 463

張。 

(達成率 100%) 

無 

109.0935 0 

總計 （A）$2,094.9579 $ 1,013.8761 $1,081.0818 （C）$2,094.9579 100.00% 

原規劃金額與實際支用金額差異（D=A-C） （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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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預期成效，應依 108 年 7 月所報「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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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