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名稱

獎補助經費投
入百分比
(%)

(追求教學卓越)改善師資
-2 年內新聘教師薪資

5,910,778
(12.08%)

(追求教學卓越)
改善師資結構-改進教學

實際執行成效
聘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葉雅茹等 14 位，有效提昇師資陣容及教學與研究之績效，對校務發展，甚有助益。
截至 100 年 12 月底統計，本校專任教師 355 位，具博士學位之教師 241 位，佔全校專任教師比例為 67.88 %。
新聘助理教授葉雅茹、林家祺、繆文娟助理教授等 14 位，具有研究產能且熱心教學，事例如下：
1. 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葉雅茹，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頗有成績展現：
(1) 指導學生高莉雅取得國科會 100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簡‧愛》與維多利亞哥德之物。
(2) 民 100 年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
2.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林家祺係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其指導學生駱怡君取得國科會 100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
題研究計畫-政府採購契約債權之可讓與性研究。其民 100 年研究成果「政府採購程序中『沒收及追繳押標金』
之法律性質探討」發表於兩岸法制論壇。
3. 財政稅務學系助理教授繆文娟係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博士，民 100 年研究成果發表於 EI、ECONLIT、TSSCI
三種索引之期刊著作。

266,209 1. 藉由跨領域合作方式，結合各領域資源，強化各領域教學專業能力之教與學績效，形成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的分享
(0.54%)
機制，進而提升教師專業職能與輔導關懷知能。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辦理各項跨領域教師專業成長系列活動，提
供教師更豐富及多元的專業相關知能，協助新進教師輔導與教師專業效能講座等研習課程，整合教師專業成長之
資源，並提供多元化專業成長資訊，改善教師教學品質。
2. 鼓勵不同領域學門組成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藉由經驗分享，傳承優質教學內涵與教授方式，達到提昇教學能力之
目的，本校訂有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辦法，99 學年度計有補助 21 個教師社群，補助經費為 40 萬 8915 元，新
進或教學評量績分尚有成長空間之教師，因參與研討會皆有相當的助益。
3. 為突顯校內各學院所屬系所之特色，以院為單位發展與規劃特有產業，彰顯校內各院以及系所規劃之課程，均能
有效的符合產業需求。特規劃特色產業職能發展計畫，計畫旨在於建立各院特色產業之職能發展，除了給予各學
院所屬系所發展的方向外，亦可做為該院系所課程修訂之依據，並可以在學院帶領之下發展跨系所之領域課程，
以強化該院學生未來就業之競爭力與專業，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補助 5 個跨領域產業課程，補助經費約為 4 萬
6 千元。

(建立研發特色)
改善師資結構-獎勵學術研
究績優教師

2,000,000
(4.09%)

(建立研發特色)
改善師資結構－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2,098,834
(4.29%)

(追求教學卓越)
改善教學軟硬體-電子資料
庫

9,794,245
(20.02%)

質化成果說明：
1. 加強本校學術研究之風氣與水準，提升研究成果之質與量，並促進研究成果之落實，不斷強化本校學術研究之
競爭力。
2. 透過分級獎勵制度辦理學術研究獎勵，鼓勵教師提升其研究質量。
3. 此外，本校為鼓勵教師積極投入學術研究，另訂定了(一)專題研究計劃補助，主要目的為補助新進教師與未獲
國科會計劃之教師所需之研究經費；(二)減授鐘點，提升教師研究時數等辦法營造優質的研究環境。
量化成果說明：
1. 透過「真理大學學術研究獎勵辦法」最高以 28 萬為上限的高額獎勵(其中，SCI/SSCI 論文最高可獲得 7 萬元)，
本校專任教師在 100 年度(100/1/1 ~ 100/12/31)共有 769 人次獲得學術研究獎勵(99 年度為 713 人次)。
2. 100 年度國科會計畫共 42 件，核定計畫金額為 18,952,000 元。
3. 100 年度產學研究件數量共 27 件，比 99 年度的 34 件，雖然減少 7 件，但計畫金額仍然成長 22%，顯示本校
產學合作成效獲產業界肯定，願意在計畫中補助教師更多的經費。
4. 100 年度本校共發表了 77 篇 SCI/SSCI 論文，與 99 年度的 45 篇相比成長了 71%，可見本校所訂定的分級獎勵
制度可以有效提升教師研究品質。
質化成果說明：
補助教師每學年最多 8 萬元的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交通費與註冊費等項目補助，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進
行學術交流，提高學校國際能見度。
量化成果說明：
透過「真理大學補助專任教師出席學術會議辦法」每學年最高 8 萬元補助，本校專任教師在 100 年度(100/1/1 ~
100/12/31)共有 87 人次申請。
1. 購入「JSTOR」
、
「Literature Online」
、
「ACM Digital Library」、「ProQuest ABI/INFORM Complete」、「中國期刊
全文資料庫」、「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LexisNexis@Lexis.com」等 27 種電子資料庫。
2. 前項所提資料庫之內容，涵蓋財經、商管、文學、藝術、法政、數理多個領域，對全校各學院各系提昇教學及
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3. 100 年度本校電子資料庫檢索人次達 14,579 次，平均 1.5 次/人。
4. 舉辦「資料庫講習」、「協同廠商或聯盟舉辦電子資料庫相關活動」、
「夜市人生集點樂」
，激發使用動機，提昇
使用率。
5. 台北、台南兩校區師生即時資源共享使用。既提昇時效，又免除資源重複購置之困擾，樽節館藏空間。

(追求教學卓越)
改善教學軟硬體-物品類

22,668
(0.05%)

(推動全人教育)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
動：
獎勵輔導績優教師

660,000
(1.35%)

(推動全人教育)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
動：
購置學生社團器材設備(物
品類)

271,270
(0.55%)

1. 會計資訊學系$9,200：
數位相機採購用途為本系活動(演講剪影、教師輔導與真善美剪影、教師成長社群活動剪影、學生加油站輔導剪影、
系上活動宣導剪影)等相關資料存檔之用。
量化資料：平均每天至少一~二次。
2. 管理學院$6,448：
提升校務及系所評鑑績效計畫：
(1)無線鍵盤滑鼠組－管院南北校區視訊會議及業務簡報使用。
(2)無線基地台－支援資管系「系網小組實驗室」位於地下室 715 教室網路接收正常使用。
(3)有線滑鼠－汰換老舊損壞之滑鼠。
3. 音應系$7,020：
升級教學與音樂編輯軟體-quicktime、djay3 等軟體為科技實驗音樂課程教學使用。
1.由各系推薦表現優良的導師參與遴選，藉此鼓勵導師積極投入學生輔導工作。於年度全校導師會議公開表揚獲
獎者，並彙整獲獎者之優秀導師經驗，刊登於導師手冊、電子報、網頁。
2.當選績優導師當選老師中有持續多年協助學生社團的指導老師者、協助學生就業準備、指導學生考取證照；且
每位導師均與學生建立重要的師生互動關係，當學生面臨重要關鍵事件時，均能隨時提供諮詢，發揮導師輔導
功能。
一、本校 100 學杜添購社團設備分為下列兩大項目：
1. 社團共用器材設備：伸縮帶圍欄 10 支、 攜帶式喊話器 10 台、快易門廳告示牌 5 式、冰桶 2 個(20L、32L)、
醫藥箱 1 個、無限簡報筆 1 支、睡袋 40 個、穩定架 1 式、登山杖 4 式。
2. 2 社團專屬器材設備：專業指向性麥克風 1 式、溶氧計 1 支、鹽度計支 1、風速計 1 支、壘球木棒 5 支、
壘球鋁棒 2 枝、原住民傳統服飾(男生)10 件、原住民傳統服飾(女生)10 件及原住民傳統服飾(花帽)6 頂。
二、提供學生社團舉辦活動時更安全、有效率之器材設備，並更新社團專業活動器材，改善社團辦理活動時，器
材不足之情形。此外，亦可減少社團辦理活動時，器材租借的費用。
三、本校添購社團器材設備除考慮全體共同使用項目，亦針對個別社團添購需汰舊之專業器材設備，故 100 年度
各項社團活動辦理次數為 268 次，辦理各式社團與學會之成果發表性、競賽性、藝文性、營訓性、研討性、
綜合性、服務性等活動共 9,213 人參與。

(追求教學卓越)
環境安全衛生及防護設備
（物品類）

507,616
(1.04%)

(追求教學卓越)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獎勵
學生校外競賽

70,000
(0.14%)

(建立研發特色)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育成
經費

147,000
(0.3%)

(追求教學卓越)
圖書期刊

16,331,293

(33.38%)

執行項目：
［財經大樓 1F、管理 1-5F、人文大樓及行政大樓止滑條一式-260,000］
：財經大樓 1F.管理 1-5F、人文大樓、體育
館、財經大樓東廁樓梯 1~5F 及行政大樓建置樓梯止滑設備（鋁合金樓梯止滑條＋膠條）
，可防止雨天路滑，減少
意外發生，效果甚佳。
［校園女生廁所緊急求救工程費用-247,616］：管理大樓（10）、活動中心（11）、圖書舘（7）、財經大樓（9）及
交誼廳（1）合計共有 38 個點，每層樓女生廁所洗手台牆壁附近設一紅色警急求救按鈕，廁所門上面設一閃光警
報鈴，每一棟至少含電源供應器 1 只、回路介面主機 1 組、管理主機 1 台及現場配電材料，本機設計採用網路聯
線至校安中心電腦主機，由電腦主機螢幕顯示發生警急位置及警報聲，由值班人員處置，24 小時安全警戒，遇有
狀況隨即通報處理，以維護校園安全，並增設發送簡訊設備，將通報訊息發送至相關管理人員手機，以達到訊息
不遺漏，維護校園安全達到最佳狀態。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校外競賽，發揮在校學習成果，激發學生的創意與競爭的積極態度，特獎勵本校正式學
籍之在校生，凡於學年期間以學校名義參與校外國際級、全國性之公開正式比賽，表現優異並獲得獎勵證明者，
向教與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由教學卓越獎勵委員會審查，經審查通過後進行獎勵。
99 學年度計有 29 個校外競賽申請案，核定補助 16 個校外競賽申請案，補助經費約 7 萬元。
本校學生謝筱婷參與 100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獲得鐵餅第二名；李光耀、簡于倫、蘇恩聖參與建國百年開放軟體
創作競賽，獲得銀牌；韓光宇、蔡弘韋、張紘綸、韓岳倫，參加全國專利分析人才培訓暨競賽，獲得第二名；黃
偉倫參加 10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得個人混合雙打第七名，申請案計有 29 件獲獎名次，其中 16 件申請案，
獲得學校獎勵，學生參與校外競賽表現優異。
1.於 99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開授「當代創業趨勢」與「微型創業經營管理」二門課程。
2.邀請 22 人次（共 49 小時）業界經理人、顧問分享其創業與管理實務的經驗。
3.透過「雙師」的課程設計－學校講師與業界講師的互動教學，讓學生瞭解創業的要件，以及可以運用的資源。
4.於 99 學年度下學期舉辦逐夢˙創業 2011 首屆校際服務創業競賽，各大專院校合計 105 組(491 人)參加。
5.透過創業競賽營造出更多的發展的機會，提供學生產業市場的參與與了解的途徑，以提升日後職場就業能力。
6.於 99 學年度下學期舉辦一場產學合作專題演講。
1. 購入中文圖書 8,004 冊、西文圖書 2,179 冊、日文圖書 670 冊、電子書 616 冊、中文紙本期刊 295 種、西文紙
本期刊 215 種、日文紙本期刊 36 種、西文電子期刊 802 種、多媒體視聽資料 42 種。
2. 擴充符合各系之專業圖書期刊，以強化其專業館藏特色。
3. 達成支援教學、研究、學習之目的。
4. 圖書外借冊數達 65,044 冊，平均 6.7 冊/人。
5. 視聽設施使用人數達 9,311 人次，扣除寒暑假及周休二日，平均每日使用人次約為 62 人。視聽資料借閱件數為
6,711 件，平均 0.7 件/人。
6. 舉辦「職場必勝書展」、
「新生百分百」、「愛閱百分百」，提昇圖書期刊使用率。

(追求教學卓越)
電腦多媒體軟硬體設備及
其他教學設備

10,131,150

(20.70%)

電算中心
$7,486,178

積極擴充 e 化教學設備、電腦教學及實習相關資源，以利學生多元化之學習，茲分述如下：
1.配合汰舊換新，資管系 713 電腦教室(81 台)及電算中心 605 電腦教室(61 台)教學研究需求，購
置 Dell OptiPlex 990sff 機型個人電腦共 142 台。
2.配合資管系 713 電腦教室及中心 605 電腦教室採購硬體廣播教學系統，提供優質化教學環境。
3.因應多媒體教材製作需求增加，擴充多媒體教學之教材製作，支援各單位購買，包含多媒體電
腦、筆記型教學電腦、投影機、印表機等。
管理學院
HP-LaerJet 雷色印表機 2 台
$221,182
DLINK 網管型 Gigabit 交換器 1 台
ASUS 平板電腦 2 台
ASUS 平板電腦(含基座)5 台
奇美 46 吋 Full HD 液晶顯示器+視訊盒 1 組
工管學系
相關預算編列於下列專業課程，配合課堂上課講解及學生實習之需要:
$472,000
1.人因工程:
1.1 實習-診斷記憶型聽力檢查器
1.2 Larson Daris前置放大器
2.品質課程:
1.3 儀器-SBL2000SAMPLING BOWL*4
3.設施規劃:
1.4 動速分析攝影,
1.5 DVD攝影機設備
資管學系
1.CA038181-群體智慧-變形平板電腦
$319,000
2.CA038181-EClab 機會探索-HD-4703 顯示器
3.獎補助款-CA038181-群體智慧實驗室-imac 桌上型電腦*2
4.獎補助款-CA038181-群體智慧實驗室-ipad2*6
5.獎補助款-CA038181-群體智慧實驗室-mac *1
6.獎補助款-CA038181-群體智慧實驗室-mac mini*2
7.獎補助款-CA038181-群體智慧實驗室-筆電*1.
人文與資訊學系 1.電腦伺服器(含螢幕)一台。
$56,972
2. HD 數位攝影機一台。
系上提供電腦伺服器於數位教學平台使用，預計每位老師於本學期會提供一門至二門課程數位
化，使學生能更加利用教學平台收平常作業、報告及缺席同學之補課。
英美文學系
教學歷程記錄
$38,600
師生讀書會議成果、職涯演講成果、生涯演講成果、服務學習成果、學術演講成果
音應系
升級教學與音樂編輯軟體-quicktime、djay3 等軟體。
$103,100

財金系
$70,978

會資系
$14,300
經濟系
$33,700
統精系
$210,000
資工系
$386,440
數學系
$49,200
觀光系
$29,000
日本語文學系
$450,000
資訊應用學系
$38,000
運動事業學系
$35,200
餐旅系
$83,000
航空服務管理
學系
$34,300

1.100/09/21 系上採購攝影機一台，預計拍攝系上活動和各項學生活動，及「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
請」招生面試現場留存檔案備用。
2.100/10/11 系上採購單眼照相機一台，已多次使用於系上舉辦之講座、教師成長講座與師生座談
會等活動。
3.100/12/14 系上採購 LISREL8.8 軟體，由系上林惠文老師教學研究使用。
攝影機購買主要為本系重大演講、教師授課與招生面試時之用。
因大學甄選面試時程為下學期四月份，故尚未使用之；會再加強演講上的運用。
100 年 10 月購入攝影機一台，截至 101 年 1 月為止，共使用 2 次，用以記錄經濟系之重要場合。
計購置 IBM SPSS Statistics Base 19.0 教育單機版 7 套，全部裝置在本系之電腦實習教室。為學生
提供最佳的練習與實做的機會，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致與成效。
因應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更新專業實驗室設備，內含個人電腦、網路實驗設備及硬體等實驗設
備，讓系學生有更多的機會進行實驗課程，讓理論及實務有更佳之結合。
因資訊不斷更新，更新系上設備，節省印表機老舊耗隕所需更換及維修時間，讓系上老師能更能
專注教學及研究上。
NLOGIT 軟體目前安裝於本系觀光專業教室供學生專題論文分析之用，目前共有 2 組專題論文使
用該軟體進行分析，部分利用該軟體進行分析之研究成果已撰寫為研究論文，發表於觀光領域之
重要研討會。
Sun On 尚昂日語文法總整理一級到四級軟體
研究室軟體-模糊多層次決策支援工具軟體一套。
本系 100 學年因應專業課程需求購置手部與腿部肌肉神經解剖模型圖與全身骨骼教學模型，利於
教師教學與學生對人體組織有實務的操作，健康產業成為本系發展方向之一，透過上述兩種人體
結構模型，使學生在健康體適能學習上與實務操作有進一步的認知。
為飲料學課程所需，於今年度購入咖啡機一台
JVC GZ_HM860 數位攝影機一台用於記錄系上活動內容

(推動全人教育)
購置學生社團器材設備(財
產類)

491,840
(1.01%)

(追求教學卓越)
環境安全衛生及防護設備

227,384
(0.46%)

一、本校 100 學杜添購社團設備分為下列兩大項目：
1.共用器材設備：數位相機 60D、數位攝影機 2 台、電子鼓 1 個、筆記型電腦 1 台、日式天幕帳 9 組、投影機-ViewSonic
XG 短焦投影機(PJD7383)含布幕、數位攝影機一台(含防水盒及鋰電池)及筆記型電腦。
2.社團專屬器材設備：次中音薩克斯風(管樂)、行進圓號 1 支(管樂)、混音擴大機 1 組(熱音)、喇叭(含架與線)2 個、打
擊台(日本進口二段式)1 個、劍道護具(4MM)3 具及原住民手工鼓 1 個。
二、提供完善器材設備，促進社團活動之多樣化，充實多元校園文化，塑造學生健全人格。新購置之器材提供社團使
用，以滿足社課所需並提昇社團專業性。
三、本校添購社團器材設備除考慮全體共同使用項目，亦針對個別社團添購需汰舊之專業器材設備，100 年度各項社團
活動辦理次數為 268 次。
執行項目：
［校園女生廁所緊急求救工程費用-227,384］
管理大樓（21）及人文觀光大樓（5）合計共有 26 個點，每層樓女生廁所洗手台牆壁附近設一紅色警急求救按鈕，廁
所門上面設一閃光警報鈴，每一棟至少含電源供應器 1 只、回路介面主機 1 組、管理主機 1 台及現場配電材料，本機
設計採用網路聯線至校安中心電腦主機，由電腦主機螢幕顯示發生警急位置及警報聲，由值班人員處置，24 小時安全
警戒，遇有狀況隨即通報處理，以維護校園安全，並增設發送簡訊設備，將通報訊息發送至相關管理人員手機，以達
到訊息不遺漏，維護校園安全達到最佳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