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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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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預期成效者， 

請說明原因及改善機制）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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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國

際

化、產

學合

作及

推廣

教

育、學

生輔 

1-1 鼓勵教

師成長 

1-1-2 強化師

資結構 

透過鼓勵教師升等或延攬

具豐富教學與研究經驗之

副教授級以上教師並維持

合理的師生比。 

28 全校生師比 27.6% 
目前全校專任教師 283 人，兼任教師

122 人，生師比為 26.12。 

857.14 0.00 857.14 857.14 24.18% 

1-1-4 提升執

行美好生活

指數之研究

計畫成效 

持續執行校級重點研究計

畫-「美好生活指數研究」，

鼓勵教師積極投入此研究

計畫。 

29 
預期成效：研討會論

文集篇數為 5-10 篇 

本校 2015 年台灣幸福論壇學術研討

會於 104 年 12 月 24 日舉行，計有

13 篇論文進行發表。 

1-1-5 辦理

『幸福研究

期刊』出刊

計畫案 

成立「幸福研究期刊」並規

劃出刊。 
29 

預期成效：每年出版

改為結案報告書 

完成 2014 年台灣各縣市國民美好生

活指數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1-1-6 辦理教

師研究能量

提升工作坊 

積極辦理相關的教師研究

期刊寫作訓練工作坊。 
29 

預期成效：工作坊講

座 2 場次 

舉辦 2015 年「台灣幸福論壇」學術

研討會、台灣各縣市國民美好生活指

數評比發表會及 1041 研究計畫說明

會。 

教

學、國

際

化、產

學合

作及

推廣

教

育、學

生輔

導及

就業

情形 

2-2 強化學

習輔導機制 

2-2-4 強化圖

書館館藏與

管理 

加速圖書館資料館藏品質

的提升，依院或系所之需

求，並針對缺失予以改善補

充，圖書館之典藏作全面之

評估，使各系所參考工具

書、核心圖書及研究期刊，

均能完整納入典藏，以利教

學研究之進行。 

51-52 

加速圖書館資料館

藏品質的提升，依院

或系所之需求，並針

對缺失予以改善補

充，圖書館之典藏作

全面之評估，使各系

所參考工具書、核心

圖書及研究期刊，均

能完整納入典藏，以

利教學研究之進行。 

預期成效：年增購圖

書冊數 5,000～6,000

冊數 

104 年於館藏會議中將圖書、視聽、

電子資源等經費，依學制及學生數分

配採購預算給各院系所，由院系所針

對所需提出採購品項，增購圖書

8,013 冊、期刊採購西文期刊 108

種、日文期刊 40 種、中文期刊 205

種，符合教學研究所需。故已達預估

成效。 

487.92  967.05  1454.97 1454.97 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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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強化圖

書館參考服

務 

(a)建立線上「圖書館利用教

育」教學課程。 

(b)加強圖書館間合作，資源

互通、資源共享。 

(c)推動個人化的資訊服務。 

(d)舉辦各類型圖書館研討

會與推廣活動。 

(e)鼓勵館員參與各類型專

業課程訓練，以提昇本身

專業素養。 

(f)舉辦電子資料庫及電子

書教育訓練。 

(g)爭取台灣學術電子書暨

資料庫聯盟經費補助。 

(h)設置圖書館學科館員服

務與建置開南大學機構

典藏。 

52-53 

(a)建立線上「圖書館

利用教育」教學課

程。 

(b)加強圖書館間合

作，資源互通、資

源共享。 

(c)推動個人化的資

訊服務。 

(d)舉辦各類型圖書

館研討會與推廣

活動。 

(e)鼓勵館員參與各

類型專業課程訓

練，以提昇本身專

業素養。 

(f)舉辦電子資料庫

及電子書教育訓

練。 

(g)爭取台灣學術電

子書暨資料庫聯

盟經費補助。 

(h)設置圖書館學科

館員服務與建置

開南大學機構典

藏。 

強化服務品質完成

率百分比 90%及

新增視聽資料及

期刊。 

(a)本校已建立線上「圖書館利用教

育」教學課程：已於圖書館網頁

建置｢圖書館圖書利用教學簡介｣

投影片。 

(b)加強圖書館間合作，資源互通、

資源共享：104 年度館際合作件數

計 27 件。 

(c)針對讀者提供線上參考諮詢服

務，包含面對面諮詢、T2 系統、

電子郵件、電話諮詢，其中以電

話諮詢者居多。 

(d)舉辦各類型推廣活動：舉辦線上

有獎徵答活動: 「過 3 關，拿 3C」

活動、【推薦達人起跑～讀『書』

千遍也不厭倦，歡喜來推薦】活

動「認識圖書館」～填卷抽大獎

活動、開大 15 週年藝文活動展覽。 

(e)鼓勵館員參與各類型專業課程訓

練，以提昇本身專業素養：重視

館員在職訓練及進修教育，積極

參與圖書館專業教訓練以提升館

員專業知能，參與圖書館各項教

育訓練共計 4 場。 

(f)舉辦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教育訓

練：邀請國內相關教育訓練講師

介紹中英文電子資料庫，以輕

鬆、活潑、生動的上課方式，讓

學生能融入情境；並提供豐富的

獎品吸引學生進而提高學生的參

與率及提升學習興趣。故舉辦八

場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活動，包

含 AISP、Cambridge Journal 

Online、EBSCO、JCR、ABI、ARL

及台灣經濟新報。故已達預期成

效。 

(g)爭取台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

盟經費補助：未達成預期成效原

因分析：因預算最多僅能補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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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不敷使用，經評估後，104

年後將不提出申請。 

(h)設置圖書館學科館員服務：因圖

書館組織縮編，人力精減，故無

法實施。 

2-2-7 增購圖

儀設備 

增購圖書、期刊、視聽資

料、電子資料庫及圖書相關

設備。 

54 

增購圖書、期刊、視

聽資料、電子資料庫

及圖書相關設備。 

新增線上電子資料

庫 2~5 類。 

104 年增購圖書 8,013 冊、期刊採購

西文期刊 108 種、日文期刊 40 種、

中文期刊 205 種、視聽資料 95 種。 

（因電子資料庫預算未增加，加上資

料庫廠商每年漲幅 3~5%，以及匯率

波動原因，導致 104 年電子資料庫僅

能配合館藏會議決議增刪電子資料

庫，而無法達成新增線上電子資料庫

2~5 種。） 

教

學、國

際

化、產

學合

作及

推廣

教

育、學

生輔

導及

就業

情形 

2-3 強化就

業輔導機制 

2-3-1 就業暨

職場需求調

查 

各院系結合實習制度，於學

生實習課程前一學期進行

實習、就業偏好調查，並針

對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

析，以做為輔導學生、選擇

實習場域與檢討實習制度

之參考。 

54 

各院系調查達成率

百分比 95% 

就業暨職場需求調查: 

1.各系校外實習狀況，每年各系至少

一次。實際執行成效(達成率

100%)：本校 104 年就業暨職場需

求調查各系校外實習狀況共計 22

次(每年各系至少一次)。 

2.畢業生就業流向調查，104 年共辦

理三次調查，說明如下： 

(1)100 學年度畢業滿三年，畢業

19 系、調查 19 系，系所調查率

100%。 

(2)102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畢業

21 系、調查 21 系，系所調查率

100%。 

(3)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畢業

22 系、調查 22 系，系所調查率

100%。 

204.00  0.00 204.00 204.00 5.75% 

2-3-2 職涯規

劃宣導 

本校將由學務處結合各院

系積極推動職涯規劃宣導

活動，如生涯主題影展、職

涯工作坊及團體生涯測

驗，另在學習護照中增設

「職涯學習護照」章，規定

學生於就學期間必須至少

54 

宣導達成率百分比

95% 

舉辦職涯規畫宣導相關活動共 10

場。實際執行成效(達成率 100%)： 

1.職涯講座，共計 4 場，274 人參加。 

2.職涯影展講座，共計 6 場，299 人

參加。 

3.職涯探索工作坊，共計 2 場，37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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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6 次職涯活動。 

2-3-3 職涯探

索-第一哩路 

(a)推行 UCAN 團體線上施

測並積極向各院系介紹

推廣免費之生涯規劃網

路資源如華人生涯網、大

鵬網、RICH 職場體驗網

等，學生可依個別需求自

行上網。 

(b)採購多項生涯紙本及測

驗工具，結合各院系生涯

就業輔導課程入班宣

導、施測，並建議推行施

測電腦化，採購線上生涯

測驗（如 MAPA 性格及

就業測評系統），減少相

關人力成本。 

55 

達成率百分比 95% 辦理兩系列場次 UCAN 團體線上施

測，實際執行成效(達成率 100%)： 

1.第一場為 1032 學期大三 UCAN 施

測，辦理時間為 104/4/1-/5/29，共

計 866 人次參與。 

2.第二場為 1041 學期大一 UCAN 施

測，辦理時間 104/10/1-11/30，共

計 1,349 人次參與。 

2-3-4 職能培

育活動-第

二、三哩路 

辦理生涯講座、名人講座、

企業參訪、企業駐診、典範

學習(向職場大師、職場達

人請益)、與傑出校(系)友返

校座談。 

55 

達成率百分比 95% 辦理職能培育相關活動共 44 場，實

際執行成效(達成率 100%)： 

1.生涯講座與各院系合作辦理，1032

學期與 1041 學期共計 33 場，總參

與人數共計 2,147 人次。 

2.企業參訪與各系合作辦理，1032

學期與 1041 學期共計 13 場，總參

與人次共計 458 人次。 

2-3-5 就業準

備活動-最後

一哩 

舉辦企業說明會、就業博覽

會與就業準備輔導課程（例

如履歷撰寫、模擬面試、職

場彩妝、EQ 情緒管理或人

際關係等），期望藉此活動

提升畢業生求職經驗，並瞭

解目前的產業現況，並使學

生在進入職場前做好充分

準備。 

56 

達成率百分比 95% 辦理就業準備活動共 2 場，實際執行

成效(達成率 100%)： 

1.辦義美暑期企業說明會，共計 16

人參加。 

2.辦理 2015 校園徵才博覽會暨系列

活動-為夢啟航，熱情翱翔，共計

43 家廠商參與，304 人次參加。 

產學

合作

及推

廣教

育、學

2-5 加強學

生輔導工作 

2-5-1 提升心

理健康與幸

福感 

執行重點在於加強高關懷

學生（憂鬱、自我傷害、行

為偏差等）之辨識與追蹤輔

導、辦理心理衛生推廣活

動、舉辦生命教育與自殺防

64 

預期成效：推廣活動

及培訓共計 88 場。

實際執行成效(達成

率 90%) 

實際執行成效(達成率 100%)：1032

學期、1041 學期轉學生座談會兩場

次，參與學生共計 233 人。1032「心

不了情」情緒管理成長團體，舉辦 8

場次參與學生共計 120 人。新生暨轉

30.13  19.50  49.63 49.63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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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

導及

就業

情形 

治守門人相關活動、辦理學

生自我成長工作坊/團體活

動和輔導志工培訓與外展

活動安排來提升心理健康

與幸福感。 

學生身心適應調查 37 場次，參與新

生暨轉學生共計 1349 人。1032「我

們表達性藝術」性別成長團體，舉辦

8場次參與學生共計 120人。1032「擁

抱生命中的彩虹」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舉辦 3 場電影賞析，參與學生共計

130 人。1032「探索心靈地圖」藝術

治療工作坊舉辦 1 場，參與學生共計

20 人。1032 宿舍心理輔導活動舉辦

3 場，參與學生共計 69 人。1032「與

礙同行」身障體驗活動舉辦 1 場，參

與學生共計 58 人。1041「關係-從心

開始」人際探索團體舉辦 8 場次，參

與學生共計 120 人。1041「當我們

Fun 鬆在一起」壓力調適團體舉辦 8

場次，參與學生共計 120 人。1041

生命教育系列活動舉辦 3 場電影賞

析，參與學生共計 247 人。1041「積

極快樂力量自己來」牌卡體驗工作坊

舉辦 1 場，參與學生共計 16 人。1041

「你想好型嗎」九型人格工作坊舉辦

1 場，參與學生共計 16 人。1032 學

期、1041 學期向陽小種子志工培育

與訓練，參與學生共計 341 人。珍愛

生命守門人研習活動舉辦 4 場，參與

學生共計 224 人。 

2-5-2 增強

輔導服務網

絡效能 

(a)健全與開展導師制度，強

化導師與導生互動。 

(b)發展 E 化導師輔導系統。 

(c)舉辦多元化導師知能相

關會議與研習。 

(d)加強大一導師對學生的

關懷輔導與晤談。 

(e)建構導師四年一貫輔導

方案：導師與諮輔中心合

作大一新生普測、大二生

就業職能平台（UCAN）

普測、大三生升學與生涯

65-66 

預期成效：各類輔導

及講習共 58 場，達

成率 90%。 

實際執行成效(達成率 100%)： 

1.辦理優良導師甄選活動，透由本校

5 院 24 系之導師各項量化資料(如

每學年 2 次的導生輔導評量、導師

參與研習紀錄、導生輔導紀錄

等)，經由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

導師制度委員會議甄選出 11 位校

優良導師及 18 位院優良導師。每

學期辦理一次全校導師會議，104

年度共辦理 3 場次，參與人次共計

489 人次。 

2. 104 年度共辦理 13 場次導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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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輔導、大四生提升就

業輔導。 

(f)校內專兼任輔導教師諮

商輔導知能研習。 

知能研習活動，邀請成功大學饒夢

霞教授、政大楊建銘教授、台灣性

平教育協會林以加秘書長、黃柏嘉

心理師、北藝大許皓宜心理師、張

艾如臨床心理師、賽斯性教育中心

陳羿茨主任、何碧珍秘書長、吳浩

平諮商心理師、三軍總醫院北投分

院張君威醫師等人蒞校演講，參與

人次共計 810 人次。 

3. 104 年新生暨轉學生身心適應調

查 37 場次，參與新生暨轉學生共

計 1349 人 

4.104 年度共辦理 5 場次校內專兼任

輔導教師輔導知能研習，邀請陳世

勳老師師以及蔡順良教授蒞校授

課，參與人數共計 70 人。 

2-5-4 培養有

品德、品

味、品質的

開大人 

(a)重點在於建立多元文化

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法

治、品德觀念及態度。藉

由培養優秀品德的學

生，透過多元活動宣導，

建立同學良好品德修

為，且培養注重智慧財產

權、民主法治等正確觀

念，達到培育促進國家社

會發展之良好公民素養。 

(b)推展法治觀念，並從實踐

中培養學生自治的精

神。其目標在與通識課程

密切配合，達到轉換同學

學習環境，發揮全人教育

功能。並落實相關活動，

培養民主之精神。 

(c)同時，透過海報競賽、專

題演講，積極宣傳各項春

暉專案、智慧財產權及加

強人權觀念的宣導，並定

期舉辦「民主法治教育訓

67-68 

達成率百分比 100% 1.辦理品德教育宣導：推行校訓－至

誠，卓越，自由，豪邁，四好運動。

推行愛鄰活動，主動到鄰近國中小

學，鼓勵學生推動至誠高尚品德核

心價值。實施專題講座，透過「台

灣世界展望會」講師，帶領學生認

識「維護人道，尊重生命」的真諦，

實際關懷受苦的兒童；培育國際觀

及世界公民的品格使學生能真切

體現倫理道德的真正內涵。共計辦

理 15 場次活動。活動項目計有

1032 學期，辦理品德教育活動，

校內外共 3 場次，分別為海報比賽

「感念親恩-把愛說出」活動、品

德教育「愛鄉、愛鄰、愛鄉土」讓

愛蔓延活動、率本校學生志工至台

北市長安國小、三玉國小實施愛傳

千里活動。1041 學期，辦理專題

講座，主題「台灣世界展望會」生

命品格教育分享活動、率本校學生

志工至桃園地區自立、興仁等國小

實施友善關懷活動。合計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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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課程」。 約 1 千人次。 

2.建立校園正確民主法治之觀念：透

過講座、與參訪活動的辦理，提昇

全校教職、學生等對法治教育的認

知，落實師生法治教育，增進生活

知能。並建立所屬師生知法守法觀

念，營造安全、友善、關懷、活躍

的學習環境。共計辦理 6 場次活

動，活動項目計有 1032 學期講座

2 場次.1041 學期講座 2 場次.活動

參訪計有 1032 學期參觀新竹監

獄，1041 學期參觀新竹誠正中學，

合計參與人數 485 人次。 

3.保護尊重智慧財產：透過講座活動

的辦理，強化學生對著作權及智慧

財產方面觀念的認識及想法，從而

深植及培養尊重著作權法的涵

養。共計辦理 4 場次，活動項目計

有 1032 學期，辦理講座 2 場次，

主題「守護智慧財產權面面俱

到」。1041 學期，辦理講座 2 場次，

主題「保護尊重智慧財產觀念之宣

導、有關網路毀謗詐欺及智财權等

案例宣導」。合計參與人數 346 人

次。 

4.春暉專案活動：因應社會濫用藥物

情形，日益嚴重，且年齡層逐漸下

降，為增進學生對濫用藥物能有更

深一層認識特辦理本活動，以促進

學生身心健康正常發展。共計辦理

2 場次，主題「反毒講座宣導活

動」。合計參與人數 180 人次。 

2-5-6 強化服

務學習工

作，培養學

生具公民意

識與公民責

任 

(a)培育志工社團，透過參加

志工行列，同學發揮熱忱

及服務精神，互相交流及

學習、發現自我、提升自

我並增加自我能力。 

(b)為培養學生負責、自律、

69-71 

達成率百分比 95% 服務性社團積極參與社區志工活

動、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課程、實際

執行成效達成率 100%： 

(a)本校服務性社團積極參與國際及

社區志工活動，如國際志工社辦

理「柬開未來：東華孩子們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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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勞、服務與互助合作之

美德，特訂定「服務教育

課程施行辦法」，藉本課

程之實施，由各學系提供

多樣性的服務學習課

程，將學生專業學習與社

區服務做結合，體驗多元

化服務學習。更希冀學生

藉由親身參與的過程

中，培養良好的品德修養

和服務的美德，從而養成

自律和互助合作的好習

慣，並建立正確的服務觀

念與愛校的精神，藉以提

升生命的價值。 

(c)辦理服務學習研習營及

成果分享會，增進學生關

懷社會的能量與熱情，透

過專題演講、經驗分享，

充分認識服務學習的真

意，鼓勵開大人多面向專

業關懷社會，培養學生具

公民意識與責任。 

夢計畫」柬埔寨國際志工服務，

愛鄰社長期辦理弱勢家庭兒童課

後陪讀班；綠色永續環境志工團

及許多非服務性社團亦均發揮其

所學之專業及服務之熱忱，辦理

多場社區服務及帶動中小學之相

關活動。 

(b)依本校「服務教育課程施行辦

法」，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必修或

選修課程之系科所比例達 100

％；1032 學期開設具服務學習內

涵之通識課程：服務學習內涵之

通識課程 1 門，修課 99 人次，授

課老師 1 人次；1032 學期開設具

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服務

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10 門，修課

210 人次，授課老師 10 人次；並

結合民間團體資源推動服務學

習。 

(c)104年度社團服務學習研習活動 3

場次： 

(1)信望愛社-「公益服務講座：一卡

皮箱凸臺灣」：參與社團數 8 個，

師生參與人數 32 人次 

(2)信望愛社-「服務學習講座：幸福

人生之鑰，情緒發展與情感學

習」：參與社團數 13 個，師生參

與人數 50 人次 

(3)信望愛社-「服務學習講座：關懷

服務，從心開始」：參與社團數 18

個，師生參與人數 74 人次，滿意

度達 80% 

2-5-7 活化社

團活動、形

塑校園傳統

文化 

(a)擴大宣傳特色活動，建立

本校傳統活動，廣邀各界

人士一同共襄盛舉來參

加，結合社區及公益團體

創造更大的校園活動意

義。每學年上學期舉辦國

71-73 

達成率百分比 100% 活化社團活動、形塑校園傳統文化，

擴大宣傳特色活動，實際執行成效達

成率 100%： 

(a)104 年度辦理開大蔬活節-蘋果傳

情活動、國際美食節、小草原音

樂節、Halloween 鬼屋、聖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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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文化活動：Halloween

鬼屋、Halloween Party 活

動及國際美食節，讓學生

能在活動中學習到異國

文化。. 每學年下學期推

廣本校特色文化「小草原

音樂節」活動。藉由各社

團舉辦大型活動來學習

相關的職涯技能。 

(b)輔導學生社團成立及營

運：透過社團活動申請及

社員招募活動來學習社

團經營及跨單位溝通，並

提供幹部訓練營來加強

各社團組織架構。 

(c)社團評鑑輔導：校內社團

評鑑由每年一次增為

上、下學期各一次，加強

輔導將社團資料保存及

傳承，學習社團經營之

道。 

(d)推展樂活開大：期望學生

都能參加社團活動，展開

一系列社團博覽會、招募

茶會、社團成果發表及不

定期表演活動及體驗

營，讓社團訊息多曝光，

吸引更多學生來參與社

團活動，打造樂活校園。 

會，透過活動建立本校傳統特色

活動，並廣邀社區民眾及各界人

士參與，參與人數達 1700 人，師

生反應熱烈，活絡校園氣氛，使

學校成為音樂分享、創意及多元

文化交流的優良平台。 

(b)透過辦理社團幹部訓練系列活

動，讓社團幹部能夠吸收多元的

領導課程與社團經營技巧，有助

學生社團活動的發展與維護，104

年度社團幹部研習活動參與社團

數 47 個，社團幹部參與人數 250

人次，滿意度達 86%。 

(c)104 年度透過舉辦社團評鑑，讓系

學會及社團展現年度成果，藉此

建立學務與輔導社團績效評鑑制

度與指標並獎勵績效評鑑績優社

團以健全制度與發展；除靜態展

示外，學校辦理的團耀之夜為動

態展演，藉此激揚幹部之榮譽心

與對社團之認同感，培養同學的

領導氣度，參與社團數 60 個，滿

意度達 84%；另鼓勵 104 年度校

內評鑑成績優異社團如熱門舞蹈

社、熱門音樂社代表本校參與 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活

動榮獲佳績：熱門舞蹈社獲得 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體能性、康樂性

社團績優獎；熱門音樂社獲得 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術性、學藝性

社團績優獎。 

(d) 學務處一個為新生鋪路的念頭

發想，受到全校各系師生熱情的

支持與迴響，經由系主任的推

薦，誕生了榮譽學長姐在開南大

學校園——一群活潑積極、充滿

服務熱誠的同儕前輩，準備帶給

新生學弟妹一個美好而難忘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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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鮮人體驗。104 年度榮譽學長

姐招募總人數為 134 人，學務處

特譽學長姐辦理為期二日之專業

課程培訓，使其具備領航能力，

帶領 1883 名新生參與新生入學講

習暨定向輔導活動，展開充滿繽

色彩的大學旅程。新生對於榮譽

學長姐服務之滿意度高達 82％。

104 年辦理二場次藝文展演，滿意

度達 95%。另透過活潑的社團博

覽會，讓新生感受到本校的熱情

及活力，並提供機會讓各社團能

展現自我價值及特色，讓同學能

認識社團運作，增加同學對於本

校活動的參與感，參與師生 3000

人次。為促進校內社團蓬勃發

展，透過聯合成果發表活動，讓

各社團能夠盡情展現獨一無二的

魅力，參與師生 400 人次，滿意

度達 90%，具體呈現本學期社團

成效，提升社團活動品質。為提

升本校學生社團活動品質及安全

需求，提供各社團購買或汰換社

團活動或辦公器材，由各社團提

出申購需求，經審核後購買器

材。本年度共協助 16 個社團申

購，合計購買 116 項器材。 

教

學、研

究、學

生輔

導及

就業

情形 

3-1 擴充教

學資訊軟硬

體 

3-1-2 維護與

創新 E 化校

園 

維護本校 E 化教學教室、電

腦教室定期更新，支援各院

系實驗室資訊設備，創新 E

化環境。 

73 

更新達成率百分比

95% 

實際執行成效：更新卓越樓全棟 E

化教室投影機，並改善目前老舊投影

機故障頻繁狀況與視覺效果，讓學生

專注於教師的教材內容與解說，增加

學習的效果。 

目標達成率：100%。 150.95  828.23  979.18 979.18 27.62% 

3-1-3 優質校

園網路 

維持有線、無線網路可用

率，增加基礎節點頻寬。 
74 

系統建置完成率：

90% 

實際執行成效： 

1.更新學生第二宿網路硬體環境，讓

住宿生於使用網路服務時能夠更

順暢與穩定。 

2.將校內界接骨幹設備達到 10G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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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更換學生宿舍核心交換器，提

升封包交換速度與提供足夠的連

接介面。 

3.更新學生宿舍無線網路環境，讓住

宿生於使用手持裝置如手機或平

板等設備時，能夠更順暢與穩定。 

4.定時汰換網路機房的不斷電設

備，以維持師生使用網路的可用

性，能夠確保設備不易因跳斷而損

壞。 

目標達成率：100%。 

3-1-4 校園雲

端服務應用 

增加校園雲端服務應用，服

務對象增加，打造校園雲端

機房。 

74 

增加校園雲端服務 5

種類 

實際執行成效：目前本校已提供之校

園雲端服務如下： 

1.Google Education Mail Service 

2.Cloud Drive (Unlimited cap.) 

3.Adobe CC 20 種軟體以上 (Cloud 

Service) 

4.校園 FTP 

5.開南大學官方 APP 

目標達成率：100%。 

3-1-5 增購各

系教學資訊

的軟硬體設

備 

配合各系的教學計畫添購

所需的教學軟體，使學習更

有動力。 

 

75-77 

達成率百分比 90% 實際執行成效：已完成 N403 電腦教

室之設備更新，增進電腦效能以執行

各式專業課程軟體。提供運科系購置

專業軟體。另外亦增加本校財金系老

師上課、研究可使用之 SAS 軟體、

提供本校資傳系與創意產業與數位

電影學系 Adobe CC 全系列軟體。凡

此軟硬體增購均有益於教學單位提

升教學設備品質。 

目標達成率：100%。 

總計（Ａ） $ 35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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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