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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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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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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預期成效之 

原因分析及具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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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優質住宿學習環

境，提供師生良好休

憩品質 

宿舍老舊設施汰換計

畫。 
46 

質化 

改善宿舍老舊設施，為學生打

造優質的宿舍品質及學習環

境。 

量化 

汰換宿舍區舊有冷氣，新設具

環保及節能標章之冷氣空調，

並致力整修男生宿舍 2~5 樓，

並改為 LED 燈具，提供學生

優質住宿及課後延申學習環

境。 

質化 

改善宿舍老舊設施，為學生打造優

質的宿舍品質及學習環境。 

量化 

汰換宿舍區舊有冷氣，新設具環保

及節能標章之冷氣空調 25 臺，提供

學生優質的課後延申學習環境。 

無 

239.0206 

        74.6904  

224.9798 1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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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質化 

1.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提

升校園資安防護。 

2. 充實校園醫療保健器材，提

供師生健康的校園生活。 

量化 

1.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維

護全校師生資訊安全環境。 

2. 增購醫療品保存用冰箱一

台、消耗性醫療用品一批。 

質化 

1.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機制，提升校

園資安防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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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提供約 500 人

次下載使用。 

2. 增購醫療品保存用冰箱一臺、衛

保中心醫療器材用品一批、製冰

機一臺。 

3. 達成之百分比 100%。 

無     12.7589          6.8065  

升級節能系統，建立永

續校園 
升級校園節能系統 47 

質化 

汰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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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汰換老舊冷氣為新設具環保及

節能標章之冷氣空調。 

質化 

汰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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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臺，已提供

116 門課師生上課使用。 

2. 達成之百分比 100%。 

無       1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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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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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等社團

設備，提供每週社團課程、每

學期比賽或成果發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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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增購無線藍芽喇叭2個、木箱鼓、手

提式擴音機、網球反彈網、網球、

羽球、羽球網、任天堂花牌、章魚

燒機、記憶卡、讀卡機、大譜架、

Adobe軟體2套等社團設備，提供每

週8個社團課程使用。 

2. 增購法國號、薩克斯風等愛樂社

社團設備，提供每週社團練習以

及107學年完成5場校內外成果發

表會。 

3. 達成百分比100%。 

無 371.2503      12.8828         29.558  434.1642 3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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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校園體育設施，

健全學生身心發展 
充實校園體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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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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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增購棒球打擊 T 架、棒球手套、投

手板、高爾夫球球桿等體育課程相

關器材，供 107 學年每週體育課程

261 人次修課學生使用。 

2.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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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冊圖書，豐富圖書資

源。 

2. 採購數位攝影器材一批，記錄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果。 

3. 採購 AI 課程設備一批。 

4. 採購影像編修教學軟體 3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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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中西文圖書 354 冊、視聽資

料 9 種、性平圖書及視聽資料，

豐富圖書資源。至今提供 1,388 次

借閱(含續借)使用。 

2. 採購相機、記憶卡等數位攝影器

材，提供教學，以及記錄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成果。至今提供攝

影社上課及全校師生超過 10 次以

上借用。 

3. 採購 AIO 電腦、網路分享器、桌

椅 AI、軟體等 AI 課程設備。至

今提供 384 人次及 10 門課程使

用。 

4. 採購影像編修教學軟體 Adobe 

Lightroom 軟體 3 套。軟體安裝在

圖書館數位學習區電腦供全校師

生自由使用；同時亦提供攝影社

每週上課教學使用。 

5. 採購筆記型電腦 6 部。至今提供

240 人次以上及約 40 門課程與活

動使用。 

5. 採購 SSD 硬碟 5 個，建置穩定安

全多元學習環境，保障教學資料

備份的完整性與可用性。 

6.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105.4171      275.1863 

教學 

落實教學品

保，確保學習

成效 

完善課程改革

PDCA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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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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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專業教與學設備，提供全

校師生 400 人以上教學使用。 

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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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微軟校園軟體 OVS-ES 授權，

精進專業教與學設備，提供全校師

生 400 人以上教學使用。 

2. 完善教師專業教學設備，採購

Macbook Pro 筆電、雷射複合機等。

已提供 2 門專業課程使用。 

3.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147.34 

     27.4628         9.02  

39.9828 3.172% 

完善教學評鑑

PDCA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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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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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年獎勵教學卓越 1 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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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教學卓越教師 1 人、三系優良

無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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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優良教師各 1 人。 教師各 1 人。 

2. 達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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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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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高階師資佔全體教師比例

35.6％，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 78.7

％。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計算本

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全

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數除以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

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已達

139%。。 

2. 國際師資佔全體教師比例達 22.9

％。 

3. 本校專任教師學術研究費調整與

公立大學一致。 

4.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211.297 267.407      267.407 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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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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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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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補助篇數 38 篇(SCI 期刊論文

3 篇、SSCI 期刊論文 10 篇、Scopus

期刊論文 3 篇、TSSCI 期刊論文 2

篇)；專書 2 本。 

2.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193.65 

     81.725   

138.0521 1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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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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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金融論壇或學術研討會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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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辦理智慧金融與企業管理學術研

討會 1 場，參與發表人 61 位。 

2.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5   

充實學研軟硬體，

打造專業學術研究

環境 

充實師生學術研究軟

硬體設備。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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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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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資料庫 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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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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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訂購資料庫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學術性期刊全文資料庫使

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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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ional 

Reports 資料庫、月旦法學知識

庫、Thomson Reuters Westlaw 法

律全文資料庫等 7 種。至今共計

提供超過 4,580 次檢索。 

2.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51.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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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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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語言文化學習圖書

及軟硬體設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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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 

採購 1 種語言文化學習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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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 

1. 採購語言文化學習軟體 TOEIC 訓

練課程及模擬題庫。107 學年度使

用 TOEIC 訓練課程 計有 549 人

次，利用 TOEIC 模擬測驗計有

791 人次。 

2. 採購 ICRT 語文學習中心影音編輯

軟體 Adobe Audition。至今提供校

內辦理社團、營隊活動 62 次，計

有 3,036 人次。及 12 門課程使

用，計有 1,442 人次。 

3.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40.05 

     0.15         37.5  

41.45 3.288% 

鼓勵師生參與國際交

流，開拓宏觀視野 

師生參加校外專業競賽

活動獎勵補助。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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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師生參與校外競賽 2 位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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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師生參與校外競賽共 5 人

次。 

2.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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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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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Future Bank 未來銀行實

驗基地建置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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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學生證照補助共計 155 人

次、415 張。 

2. 建置 Future Bank 未來銀行實驗基

地建置 1 間。至今提供 88 人次及

11 門課程使用。 

3. 達成百分比 100%。 

無 57.93       47.72      66.7835  114.502 9.084% 

總計 (A)$ 1.260.5379  $ 630.2707 $ 630.2687 (C) $1,260.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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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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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