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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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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品保暨教

學創新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促進

教師多元發展與成長 第五屆崇華學術研討會  

藉由舉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活動，擴大師

生研究視野，促進跨校、跨領域交流。

110 年度預計舉辦一場全國性學術研

討會，預計收受投稿論文 15-20 篇，預

期參與人數約 50 人次。 

 

110 年 1 月 10 日舉辦第五屆崇華學術

研討會，校內教師論文發表 2 篇、學生

14 篇、校外學者 2 篇，共 18 篇。發表

內容含括宗教傳播、海外宗教發展、經

典研究、宗教與科學、宗教文創等，題

材豐富多元。當天與會人數共計 65 人，

達成率 100%。 

 

 

5.3098 0 

49.25 98.5%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促進

教師多元發展與成長-推

動並奬勵教師研究能量 

教師獎助  

依本校相關獎補助要點，獎補助教師以

本校名義發表之國內外學術期刊、學報

或學術研討會論文、申請專題研究計

畫、執行產學合作、改進教學等，提升

學術研究、教學能量。110 年預計提撥

3 萬元。 

申請補助 1 人，實際執行案件 6 案，計

獎勵國內學術研究發表 30,000 元。 

1.110 年因疫情影響，多場國內外會

議延期或取消，致使延後發表。 

2.111 年將由研發處直接彙整各教師

研究、教學發表資料與寄送申請

表，鼓勵提出申請奬補助。 

3.0 0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促進

教師多元發展與成長 第六屆崇華學術研討會  

藉由舉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活動，擴大師

生研究視野，促進跨校、跨領域交流。

110 年度預計舉辦一場全國性學術研

討會，預計徵稿 20 篇，參與人數 50 人

次。 

因學生反應 1 月辧理逢期末考周，無法

兼顧論文發表與論文品質，建請調整辧

理時間，但考量學生畢業時程，因而將

111 年 1 月研討會調整至 110 年 12 月

舉辧。 

110 年 12 月 5 日舉辦第六屆崇華學術

研討會，共計 41 篇投稿，摘要審查通

過 39 篇，繳交全文暨 31 篇，校內教師

論文發表 5 篇、學生 17 篇、校外學者

9 篇。 

發表內容含括宗教傳播、海外宗教發

展、經典研究、宗教與科學、宗教語言

地理學、思想實踐等，題材豐富多元。

當天參與研討會共計 73 人，另工作服

務師生 31 人，達成率 100%。  

 1.058 0 

跨域力實務學習，提升學

生就業能力 

辦理專業知能系列研習

講座- 

淺談文創與生活-曼陀羅

點畫創作 

展場創意設計-氣球設計

與應用 

傳統美食體驗-老味新嚐 

健康老化-高齡照護：身歷

耆境 

 

本校為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培養學生跨

域力實務學習，以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等，分別辦理「淺談文創與生活-曼陀羅

點畫創作」、「展場創意設計-氣球設計

與應用」、「傳統美食體驗-老味新嚐」與

「健康老化-高齡照護：身歷耆境」等講

座，促使師生多元學習，擴充學生專業

知能。 

「淺談文創與生活-曼陀羅點畫創作」

共計 19 位同學及 7 位師長參與，活動

滿意度為 4.14 分（滿意度為 5 分）。 

「展場創意設計-氣球設計與應用」共

計 23 位同學及 6 位師長參與，活動滿

意度為 4.58。 

「傳統美食體驗-老味新嚐」共計 24 位

冋學及 3 位師長參與，活動滿意度為

4.46。 

「健康老化-高齡照護：身歷耆境」共計

20 位同學及 6 位師長參與，活動滿意

度為 4.58。 

 3.2542 0 

充實優質館藏，提升電子

資源使用率 
圖書館訂購期刊雜誌  

訂購各類中文期刊，提供教學資料查詢

參考，透過人文、科學、宗教各類學術

期刊資料，讓師生研究、學習領域更寬

廣豐富。110 年度預計訂購期刊 14 種，

預期讀者閱覽率達 80%以上。 

訂購各類中文期刊，提供教學資料查詢

參考，透過人文、科學、宗教各類學術

期刊資料，讓師生研究、學習領域更寬

廣豐富。110 年度訂購期刊 14 種 132

本，流通率達 110 冊次，讀者閱覽率達

83%。 

 2.388 0 

充實優質館藏，提升電子

資源使用率 
華藝線上資料庫  

本館於 110 年度簽約訂購華藝線上資

料庫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

CETD 中文博碩士論文資料庫，提供全

師生教學、研究參考資料，以提升學術

及教學品質。預計 110 年度總檢索人數

達到 6,000 人次，全文下載篇數能達到

2,000 篇數以上，以符合充份應用資料

之目的。 

110 年度全校學生 174 人，透過華藝線

上資料庫總檢索人次計：6,324 人次，

全文下載篇數計：2,911 篇次，達成率

100%, 符合使用成效標準。 
 7.8 0 

精進教師實務與數位教

學能力 
會議型喇叭麥克風  

增購會議型喇叭麥克風三台，主要符應

非典型肺炎疫情下線上教學需求，以強

化教師線上上課收音品質，藉以提升數

位教學環境，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應用於高雄碩專班「專題討論」、碩士

班研究方法，與學士班「數位影音製

作」、「數位媒體實務」等課程與各單位

辧理之研習活動，以提升數位教學環

境，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1.44 0 

充實優質館藏，提升電子

資源使用率 
圖書紫外線殺菌設備  

本校圖書館圖書接受捐贈較多，圖書含

菌量較高，圖書雖經擦拭，清潔消毒效

果不如預期，故 110 年度預計採購圖書

紫外線殺菌設備，提升讀者借書之安全

性，免受細菌感染或產生過敏。讀者借

還書時，館員會說明殺菌機之使用，相

對提升殺菌機之使用率，也能增加圖書

借閱率。 

110 年度採購之紫外線殺菌機，依本館

借閱率統計，讀者借書後，經館員說明

紫外線圖書殺菌效果，都會嘗試使用，

故使用率達 90%以上，已達預期使用成

效。 
 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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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多元實作場域- 

增購素食健康餐飲設備 

教學設備增購-4門全凍冰

箱 
 

餐飲教室購置 4 門全凍冰箱：增購設

備，讓素食中餐、健康素食創意料理、

餐飲服務與飲料調製、烘焙實務等課程

之食材得以妥善保存，有助於學生技藝

學習取得專業證照（素食中餐丙與烘焙

（蛋糕）丙級）及成果發表。 

 

 0 5.25 

建置多元實作場域- 

增購數位影視設備 
40 吋/AO 海報機  

文創教室購置 40 吋/AO 海報機：增購

設備，預計可應用在文創就業學程中

「視覺傳達設計」、「故事行銷與創意文

案」、「數位影音製作」、「數位媒體實

務」、「圖書編輯與出版」與「會展策劃

與管理」課程，透過學習平面設計指導

將成果輸出，並於學期末辧理成果展。 

此外，同學可利用文創設計所學，協助

學校各項活動及招生文宣之設計與輸

出。 

素食中餐（一）及素食中餐（二）課程

修課人數各為 10 人（每週上課 4 小時，

一學期 18 週，共上課 144 小時）。 

餐飲服務與飲料調製課程修課人數為

14 人（每週上課 3 小時，一學期 18 週，

共計 54 小時）。 

烘焙實務課程修課人數為 16 人（每週

上課 4 小時，一學期 18 週，共計 72 小

時）。 

健康素食創意料理課程修課學生為 11

人，每週上課 4 小時，一學期 18 週，

共計 72 小時）。 

於寒假開設素食中餐丙級證照考照訓

練課程共計 16 位學員參加訓練（含 1

位為本校教師、1 位為校外人士），訓

練時數為 91 小時，全年共計 433 小時，

4 門全凍冰箱，使用率達 100%。 

111 年計 14 位學生考取丙級中餐烹調

技術士（素食）證照。另 5 位正參加烘

焙食品麵包丙級術科訓練課程。 

 0 9.2751 

建置多元實作場域- 

增購數位影視設備 
相機機身  

文創教室購置相機機身：增購設備應用

於文創就業學程中「新聞採編與報導」、

「數位影音製作」、「數位媒體實務」與

「圖書編輯與出版」課程，透過媒體與

數位學習設計指導，將成果應用在攝影

成果展與圖書出版。 

此外，同學可利用課程所學攝影技能，

協助學校拍攝活動相關照片，完成活動

成果報告。 

照相機身應用於文創就業學程中「數位

影音製作」與「數位媒體實務」等課程

各單元題材之拍攝，修課學生數約 12

人，並辧理一場攝影比賽與成果展。 

此外，為提升學生攝影技巧，週六及週

日亦提供學生外借，以練習攝影之技

巧，使用率達 100%。 

 0 1.6749 

輔導 
善盡關懷暨服

務社會 

安心生活、學習與就業輔

導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

關工作 
 

因疫情嚴峻，所有社區關懷服務活動暫

停辧理，改採購防疫物質，確保學生返

校時健康狀況，以免各縣市同學返校後

交叉感染。 

填購 4 臺自動酒精噴霧機、100 個防護

面罩、8 支快篩試劑，讓學生免於交叉

感染，學生使用率 100%。 
  075 0 0.75 1.5% 

總計 （A）$  50     $       25   $      25     （C）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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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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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