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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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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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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及質化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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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環安衛

系統，建立

溫馨永續校

園。 

建置優質學習環

境，提供師生良好

教學品質，持續提

升自我學習空間及

生活環境，為師生

提供優質的教學與

學習品質及溫馨的

活動環境。 

1. 更換上課教室照明

設備為省電環保之

LED 燈具。 
2. 宿舍老舊設施汰換

計畫。 
3. 完善學生活動區域

公用設施。 

P48 質化： 
1. 更換上課教室燈具，以全面使

用 LED 燈具為目標，配合政府

政策，節省能源也減少學校水

電支出。 
2. 改善宿舍老舊設備，汰換已逾

使用年限或有安全疑慮之書桌

椅、床組、照明設備等。 
3. 增購學生活動區域各類公用設

施，包含照明、桌椅傢俱等，提

供學生上課、社團、課餘活動使

用，為學生打造優質的住宿與

學習環境。 
量化： 
1. 更換中信館 3-6 樓共計 4 個樓

層約 30 間教室照明為 LED 燈

具。 
2. 本校學生宿舍尚有 3 個樓層約

80 個房間照明尚未更換，預計

全數更換為省電 LED 燈具，提

供學生優質住宿課後環境。 

1. 更換上課教室照明設備為

省電環保之 LED 燈具。 
2. 完善學生活動區域公用設

施。 
質化： 
1. 更換上課教室燈具，以全面

使用 LED 燈具為目標，配

合政府政策，節省能源也減

少學校水電支出。 
2. 增購學生活動區域各類公

用設施，包含照明、桌椅傢

俱等，提供學生上課、社團、

課餘活動使用，為學生打造

優質的住宿與學習環境。 
量化： 
汰換教室老舊冷氣 3 台與燈

具系統一批，提供師生優質學

習環境與品質。(達成率100%) 

無 300 0 102.6039 350.6492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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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9 質化： 
1. 於校內各棟建築設置自動體外

心臟電擊去顫器，提升校園緊

急救護能量。 
2. 逐步汰換舊型監視系統、增加

校區照明設備數量，確保設備

正常運作，輔助校園安全防護，

打造安全無犯罪死角校園。 
3. 爭取綠化校園環境資源，認養

政府重劃地區樹木移栽至校

園，達到環保及綠化環境之目

的。 
4. 以綠色圍籬代替校區圍牆，發

展無隔離友善校園。 
5. 購置校園電腦防毒軟體，建立

個人資料保護機制，提升校園

資安防護。 
6.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校園防疫工

作，擬建置隔離宿舍區網路，俾

利暫置該區師生不間斷各項研

1. 完善校園安全防護軟硬體。 
2. 完善校園醫療保健器材。 
質化： 
1.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提

升校園資安防護。 
2. 強化校園安全防護設備，打

造安全無犯罪死角校園，提

供學生健康安全學習空間。 
3.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校園防

疫工作，增購新型冠防疫物

資設備及防備區，提升防疫

量能使師生不間斷各項研

究及學習活動。 
4. 充實校園醫療保健器材，提

供師生健康的校園生活。 
量化： 
1. 採 購 Avira Endpoint 

Security 授權，提供全校師

生使用，提升校園資安防

護，使用涵蓋率達 90%。(達

無 169.8500 75.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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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學習活動。 
量化： 
1. 擬於校內建築等處設置自動體

外心臟去顫器共 5 組。 
2. 校區主要教學區及停車場增設

監視器 1 部，監視器鏡頭 10 組。 
3. 第三期校地增設周圍邊界照

明，提高環境亮度及夜間安全

性。 
4. 移植或植樹 50-100 株。 
5. 進行第三期校地植被施作。 
6.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維護

全校師生資訊安全環境。 
7. 增購醫療用品保存用冰箱 1 台，

消耗性醫療用品一批。 

成率 100%) 
2. 汰換AI教室照明燈具1批、
新增學生活動區域捲簾 6
組、新增攝影機 3 支、採購

哨子 500 個、學生討論區照

明 2 組，建置校園安全系統

以維護校園安全。(達成率

100%) 
3. 購置隔離玻璃門 1 式、消毒

清潔空壓機 1 台、建置防疫

隔離區、建置防疫工作站、

建置檢疫觀察區、環境消毒

2 周期，提升校園衛生安

全，以滿足政府防疫之規

範，維護學生學習空間安

全。(達成率 100%) 
4. 額溫槍 12 支、布口罩 2,500
個、紅外線熱影像測溫機 1
台、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

器(AED)6 部、醫療耗用品

1 批。(達成率 100%) 
升級節能系統，建

立永續校園。 
升級校園節能系統。 P50 質化： 

於校區內各建築建置時控裝置，

並設置各種具節能及環保標章之

相關設備，以達節能減碳之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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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校區全區設置冷氣電源控制器

共計 295 組。 

升級校園節能系統。 
質化： 
改善學習空間汰換老舊設備，

設置各種具有節能之相關設

備，已達節能減碳之效，並有

效撙節用電量。 
量化： 
更換教室LED燈具設備 1批，
以達節能減碳之效，並有效撙

節用電量。(達成率 100%) 

無 2.6401 0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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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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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樂器、

電腦軟體等社團設備，提供每周

社團課程、每學期校內競賽或成

果發表會使用。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 
質化： 
完善學生優質社團活動資源，

以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在專業

課程之外增益知識，培養不同

價值觀及探索自我。 
量化： 
1. 購置藍芽喇叭 1 個、除濕機

1 個、無線擴音機 2 組、數

位鋼琴 3台、音響設備 3組、
點唱機 1 組、無線麥克風主

機 3 台、無線麥克風 6 支、

麥克風機櫃 1 個，提供每週

社團課程使用，並提供 109
年校內外 2 場成果發表使

無 560 47.2843 43.8700 714.0737 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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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參與人數約 300 名。(達
成率 100%) 

2. 羽球 50 打、羽球 30 桶、發

球機 1 個、牌卡 1 套、排球

袋 2 個、排球 18 顆、排球

網 1 個、排球柱 1 個、步伐

梯 2 個、棒球頭盔 6 個、球

棒 2 支、棒球 20 打、握把

布 10 卷、打擊練習座 2 組、

冷凍噴霧 2罐、置球袋 2個、
帳篷 2 個、活動識別證帶

500 條、活動識別背心 100
件、籃球 10 顆、高爾夫打

擊草皮 1 套，以滿足每週社

團課程使用。(達成率100%) 
充實校園體育設

施，健全學生身心

發展。 

充實校園體育設施。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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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學生每周體育課

程使用。 

1. 充實校園體育設施。 
2. 培養優質體能及育樂學習，

健全身心發展。 
質化： 
1. 提供學生優質的體育學習

與活動環境，健全學生身心

發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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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學生借閱及性

別議題講座播放。 
量化： 
1. 藥球 10 顆、藥球架 1 組、

奧林匹克槓 2 支、拉力繩 4
組、棒球空壓機 1 個、棒球

棒 9 支、壘球 15 打、手套

20 個、足球門 1 組、坐姿前

彎板 3個、立定跳遠墊 3個、
跳箱 2 組、槓鈴 2 組、瑜珈

墊 40 只、瑜珈球 40 個、健

力環 70 條、網球拍 40 支、

羽球拍 40 支、網球 20 袋、

羽球 50 罐、羽球網 6 張、

網球練習網 5 個、羽球握把

布 3 桶、網球握把布 3 桶、

負重式肌力訓練座 2 個、握

推架 1 組、重訓椅 1 張、六

角槓鈴 2 個、深蹲架 1 組、

石灰 5 包、高爾夫推桿草組

6 組，供 109 年度體育課程

879 人次修課學生使用。(達
成率 100%) 

無 34.8834 3.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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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平主題書籍 8 本，健全學

生均衡身心發展。(達成率

100%) 
豐富圖書資源及資

訊設備，培養跨域

人才。 

充實圖書資源及資訊

設備 
P51 質化： 

提供學生透過多元學習管道與資

源，完善教室數位教學設備，增益

知識，探索自我，適性發展。 
量化： 
1. 採購 600 冊/片圖書、期刊及視

聽資料，豐富教師教學及學生

延伸學習資料，預計可提供 150
次以上(含續借)次數。 

2. 採購數位攝錄影設備 2 組及周

邊相關器材，記錄教師教學與

學生學習成果並提升學生自媒

體拍攝及學習設備。 
3. 建置靜思閱讀書軒空間 1 間，

採購 100 冊圖書，提供學生多

元閱讀環境及校園講座課程空

間。 
4. 建置一代經濟學大師林鐘雄教

授紀念專區，提供學生多元學

習空間。 
5. 購置一般型桌上電腦計 100 台

為提供全校師生在 AI及程式領

域的教學與學習需求。 
6. 採購高流明度投影機 1 部提高

學生上課品質亦支援各種學生

活動使用。 
7. 為校內師生文書軟體之使用需

求，辦理微軟校園授權續約乙

案。 
8. 採購 65 吋 4K 電視架 4 組提供

學生有更高品質的學習環境。 
9. 採購 65 吋 4K 電視 4 台提供學

生有更高品質的學習環境。 
10. 為改善現有筆記型電腦效能

不彰問題，採購筆記型電腦 5
台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11. 購置伺服器 2 台與儲存設備

24TB 提供 AI 系所開發與研

究專案用。 

充實圖書資源及資訊教學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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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期刊 4 種、中文圖書

286 冊、西文圖書 3 冊、英

文圖書 356 冊，豐富圖書資

源，供師生課後學習。(達成

率 100%) 
2. 桌上型電腦設備 100 台、高

流明度投影機 1 部、微軟校

園軟體 OVS-ES 授權方案

續約、教學電視架 2 個、教

學電視 4 台、筆記型電腦 5
台、AI系伺服器、書櫃 2 組、
影 音 編 輯 軟 體 Adobe 
Audition 1 套、數位攝影機

2 台、公播版影片 3 套，提

供學生多元學習設備資源，

豐富學習領域。 (達成率

100%) 

無 83.0656 501.3316 

教學 落實教學品

保成效，確保

學習成效 

完 善 課 程 改 革

PDCA 機制。 
1. 完 善 教 學 評 鑑

PDCA 機制。 
2. 辦理續優教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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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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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專業教與學軟硬體，強化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提

供多元學習及創新學習環境。 
質化： 
1. 完善專業教與學軟硬體，強

化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

質。 

無 1,300 368.4172 863.0883 1,231.5055 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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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善專業教與學軟

硬體，強化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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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建立數位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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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完善大型多功能階梯教室內課

桌椅、上課音響與會議式麥克

風等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

品質。 
量化： 
1. 精進專業教與學設備，提供全

校師生 600 人以上教學使用。 
2. 辦理績優教師經驗分享或創新

課程教學觀摩會 2 場。 
3. 辦理課程大綱外審 2 次。 
4. 精進專業教與學設備，提供全

校師生 400 人以上教學使用。 
5. 於勤學大樓 4 樓建置綠能主機

設備、人工智慧學系辦公室 1
間、資訊中心辦公室 1 間、老師

專案研究室 7 間，以利人工智

慧學系系務推動及未來發展。 
6. 建置金工手作教室，支援多元

課程，提供學生多樣學習機會。 
7. 擴充藝術手作工坊專業設備，

添購專業工具，完善教學設備。 
8. 增購數位影音實驗室教學專業

設備，補充相關器材與影音編

輯軟體。 
9. 增購 120 人以上課桌椅、教學

擴音及會議室麥克風，提升教

學品質，用於新設多功能階梯

教室。 
10. 提供學生諮詢服務及臨時使用

需求，擬於資訊中心公用電腦

區購置桌上型電腦 1 台。 
11. 為提供學生於普通教室的教室

運用數位化需求與便利性，建

置環控裝置共 18 台，以利操作

投影機、投影幕等昇降與啟動

2. 完善多功能複合教室教學

設備，提高學習環境品質。 
3. 實務專題及成果展示。 
量化： 
1. 手作燒焊組 10 台、公用區

電腦 2 台、教室環境控制器

18 台、數位鍵盤 1 台、教室

冷氣 1 台、教材櫥櫃 1 個、

耳機 3 副、長笛 1 把、小提

琴 5 把、中提琴 1 把、教材

展示櫃 1 批、討論區沙發 1
組、討論桌櫃 1 組、教學電

視 5 台、咖啡器材 1 個、多

媒體器材移動式機櫃 7 組，

經由創新教材或教具，於課

程中交叉運用不同類型教

材，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增加

學習動機與成效。(達成率

100%) 
2. 麥克風組 1 組、冷氣 1 台、

電視移動架 1組、桌子 7張、
窗簾 1 口、木門 1 組、屏風

架 3 組、玻璃 9 片、置物架

1 片、電動板擦機 1 台、LED
燈 6 組、木櫃 12 座、燈座

盒 1 座、黑板 4 座、矮櫃門

片線板 1 組、講桌 1 座、檯

燈 108 座、桌子 108 組、椅

子 108 組、LED 彩屏 2 套、

彩屏專用框架 2 式、彩屏影

像控制處理器 1 式、影像追

蹤控制器 1 台、IP 影音整合

處理主機 1台、美術燈 3式、
燈條 10 組、地板燈 15 組、

筒燈 60 個、投射燈 25 個、

混音機 1 台、功率擴大機 1
台、座椅 6 張、桌子 6 張，

以滿足全校師生使用滿意

度，增加教與學品質。(達成

率 100%) 
3. 辦理「辯論示範賽」活動 1
場，邀請辯論專業領域人士

到校示範比賽指導，參與人

數 30 人。(達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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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 
12. 為提供學生於多媒體製作及自

主學習之需求，於資訊中心購

置筆記型電腦(Macbook)1 台，

以利學習成效。 
教學 推動 AACSB

認證 
積極參加國際年會

及工作坊。 
補助參與 AACSB 國

際活動與交流。 
P55 質化： 

促進師生的學術參與，落實教學

品質保證。 
量化： 
補助參與 AACSB 會議或學習工

作坊 1 場。 

參與一場 AACSB Assurance 
of Learning I 線上課程。(達成

率 100%) 

無 79.0028 2.4332 0 2.433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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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教師資格送審

升等審查費。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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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以上，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維

持 75%以上。國際師資佔全體

教師比例達 20%以上。 
2. 升等送審每年 3 人。 

1. 補助專任副教授以上師資

薪資。 
2. 補助教師資格送審升等審

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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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09 年 10 月校庫填報資

料為準，本校高階師資佔全

體教師比例 40.7%，助理教

授以上師資佔 79.6%。(達成

率 100%) 
2. 國際師資佔全體教師比例

達 18.5%，比例為全國大專

院校排名第二。 (達成率

100%) 
3. 109 年度新進教師資格送

審 3人，教師升等送審 1人。
(達成率 100%) 

無 564.1069 631.0219 0 631.0219 20.11% 

研究 獎勵教師研

究，精進學

術質量 

獎勵教師研究，增

進學術質量。 
教師學術研究績效獎

勵補助。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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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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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2 學期學術著作補助教

師共 9 名，學術期刊論文 13
件(SCI 期刊論文 6 篇、SSCI
期刊論文 2 篇、Scopus 期刊

論文 3 篇、其他類別期刊論

文 2 篇)、研討會論文 3 件，

共計 16 件。(達成率 100%) 

無 180 95.4334 0 141.6478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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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1 學期學術著作補助教

師共 13 名，學術期刊論文

20 件(SCI 期刊論文 6 篇、

SSCI 期刊論文 1 篇、Scopus
期刊論文 2 篇、TSSCI 期刊

論文 2 篇、其他類別期刊論

文 9 篇)、研討會論文 24 件、
專書 1 件，共計 45 件。(達
成率 100%) 

3. 補助翻譯費及潤稿費。 
辦理學術交流，提

升學術聲望。 
辦理論壇或研討會等

學術交流活動 
P58 質化： 

辦理論壇或研討會等學術交流活

動，提升學校學術聲望。 
量化： 
辦理 2020 智慧金融與企業管理學

術研討會 1 場。 

辦理論壇或研討會等學術交

流活動。 
質化： 
辦理論壇或研討會等學術交

流活動，提升學校學術聲望。 
量化： 
2020 智慧金融與企業管理學

術研討會 1 場，參與人數達

102 人。(達成率 100%) 

無 6.6889 0 

充實學研軟硬體，

打造專業學術研究

環境。 

充實師生學術研硬體

設備。 
P58 質化： 

持續充實學術研究軟硬體設備，

健全研究資源與學術資料，採購

資料庫及教學軟體，打造專業學

術研究環境，滿足師生教學與研

究需求，精進學術質量，提升學術

影響力。 
量化： 
1. 訂購資料庫 5 種。 
2. 採購研究軟體 1 套。 
3. 為精進教學品質及效能，購置

教學用設備充電電池組 1 批。 

充實師生學術軟硬體設備。 
質化： 
持續充實學術研究軟硬體設

備，健全研究資源與學術資

料，採購資料庫及教學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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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 
Acer Walking Library 中文電

子雜誌 6種及 18種外文期刊、

月 旦 法 學 知 識 庫 點 數 、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學

術性期刊全文資料庫使用權、

WordStat 8 – Academic 軟體教

育單機終身授權版、哈佛商業

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

使用權、法源法律網-法學資

料庫使用權、法源法律網-論
著資料庫使用權，供全校師生

使用，全年提供超過 3,000 次

之檢索使用，以提升師生研究

能量。(達成率 100%) 

無 36.8255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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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外語學習營。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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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檢定測

驗，提高外語溝通能力，並達到

精進語言文化學習圖書及軟

硬體設備。 
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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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40 0.5213 9.8000 14.1213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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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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 ICRT 錄音室錄音成果製

作，採購多音軌編輯工具軟體

Adobe Audition，預計提供 800
人次使用。 

2. 因應每學期辦理全校英文會考

採購 Easy test 軟體，預計提供

800 人次使用。 
3. 辦理外語學習營 4 場。 
4. 採購英語學習資料庫 1 種，提

供學生自主學習資源。 
5. 採購日語測驗題庫 15 回，提供

學生題庫學習資源。 

量化： 
續購 ICRT TAINAN 台-音編

輯軟體 Adobe Audition 使用

權、多益線上模擬測驗題庫，

使用人次已達 12,044 人次。

(達成率 100%) 

鼓勵師生參與國際

交流，開拓宏觀視

野。 

1. 推動師生參加學術

研討、海外參訪、專

業競賽等活動。 
2. 派遣教師赴國外姊

妹校研習計畫。 

P59 質化： 
1. 鼓勵師生參與國際交流、開拓

宏觀視野、提升學校能見度，以

激發師生持續進步之動能。 
2. 教師於研習結束後，應將研習

內容物轉化為課程教學內涵，

提升學生學習品質，增進學生

國際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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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教師帶領學生參加國際學

術研討會議、海外企業參訪、專

業競賽等活動 50 人。 
2. 安排教師至姊妹教研習 1 次。 

推動師生參加學術研討、海外

參訪、專業競賽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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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 學期校外競賽獎勵補助 
1. 內政部資料創新應用競賽

共 2 案，獎勵補助師生共 10
名。(達成率 100%) 

2. 全國大學校院數位人文大

數據獎勵補助學生 7名。(達
成率 100%) 

無 3.8000 0 

產學合

作及推

廣教育 

優質產學，學

用合一 
推動課程結合證照

機制，增進學生就

業競爭力。 

1. 學生證照補助。 
2. 專業證照輔導講座。 
3. 業界專家參與課程

委員會。 

P62 質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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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 
2. 聘請產學合作機構及本校教師

開設專業證照輔導講座，以協

助學生通過證照之檢定，提升

學生專業能力及就業即戰力。 
量化： 
1. 補助張數達 200 張 
2. 規劃本校種子教師辦理 5 場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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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力。 
量化： 
1. 108-2 學期證照補助 165 名

學生共 299 張證照。(達成

率 100%) 

無 115 52.6571 0 52.6571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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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營隊、金融證照輔導講座。 
3. 辦理業界專家參與課程委員會

1 次。 
4. 優化 Future Bank 未來銀行實驗

基地。 

2. 108-2 學期大四生證照補助

23 名學生共 33 張證照。(達
成率 100%) 

3. 109-1 學期證照補助 152 名

學生共 207 張證照。(達成

率 100%) 

總計 
（A）

$3,138.1097 $1,535.5219 $1,602.5878 
（C）

3,138.10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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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7 月所報「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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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