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單位：萬元）

名稱 內容 合計

教學
01優化教學及

學習環境

優 化 教 學 及 學

習環境
專業設備採購

1.外語教學資源中心：虛擬攝影棚1套、多功能自動錄播系統、

紅外線無線麥克風組、LED立燈含可調腳架4組、投影機、環境

主機、平板電腦、HDMI錄影機、電動蓆白銀幕。以上設備使

用率合計：開課課次171次，使用學生27,395人次。

1845.6

2.媒體中心及輔大之聲電台：遙控攝影機、攝影機、EDIUS剪

輯工作站、EDIUS剪輯軟體(最新版)、互動式錄播系統組。以上

設備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8次，使用學生320人次。

3.醫學院：高流量濕化氧氣治療器、眼底鏡病變判讀訓練模

型、胸腔導管模型、乳癌觸診模型組、兒頭附透明骨盆機轉模

型、心律大師腕式生理監視器系統、專用聽診器配件組、碳纖

專用感測器、鞋墊製作設備組、研究級正立顯微鏡影像系統、

多功能冷光螢光影像分析儀、微電極陣列電生理系統、新生兒

呼吸治療設備、雷射掃描足型機、動態足部壓力評估儀、動態

血壓暨中央動脈壓監測紀錄器系統、皮巴迪動作發展量表、臉

部表情偵測辨識系統、血管顯微影像觀察紀錄系統。以上設備

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126次，使用學生4,147人次。

4.理工學院：穿顱電刺激器、氣相質譜選擇偵測器、嵌入式開

發套件、二倍頻產生器、三倍頻產生器、四倍頻產生器、行動

運算平台、機器人、微處理器開發板、FPGA數位開發板、高

解析度錄製串流處理器、Intel穿戴式開發套件、熱感應功率偵

測器、功率顯示器、立體攝影系統校正器、定溫烘箱、加熱攪

拌器、電子天平、迴轉減壓濃縮機、雷射模組、數位儲存示波

器、高真空油式真空幫浦、微量溶氧探測儀、水流抽氣機、排

氣櫃、動態機械性質分析儀、迴旋減壓濃縮機、GPU高速影像

繪圖卡、植物生長箱、迷你垂直電泳槽、轉漬器、微量分注器

八爪、電動微量分注器、聚合酶連鎖反應器、藍白燈箱、無油

式真空幫浦、能量感應偵測器、光檢測器、808nm雷射模組、

980nm雷射模組、原子放光光譜儀、乾式隔膜幫浦。以上設備

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153次，使用學生16,411人次。

輔仁大學105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實際執行成效
年度工作計畫自選辦學特

色面向

中長程校務發展

子計畫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單位：萬元）

名稱 內容 合計

輔仁大學105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實際執行成效
年度工作計畫自選辦學特

色面向

中長程校務發展

子計畫

5.法律學院：資訊講桌、觸控式液晶顯示電子白板。以上設備

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12次，使用學生542人次。
6.藝術學院：方形敲打座、錐形敲打座、腳踏裁片機、陽極處

理器、3D掃瞄成型器、雷射雕切機。以上設備使用率合計：開

課課次596次，使用學生11,940人次。
7.社會科學院：單槍投影機、電腦、組合音響。以上設備使用

率合計：開課課次18次，使用學生190人次。
8.民生學院：電腦輔助橫編機設計系統。以上設備使用率合

計：開課課次90次，使用學生600人次。
9.管理學院：投影機、高解析度錄製串流處理器、電腦教室電

腦20部。以上設備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67次，使用學生

1,582人次。

專業軟體採購

1.全校共享軟體：SAS軟體全校授權、ADOBE全校授權第3

期、微軟MSCA學生授權、微軟MSCA教師授權、資料庫軟體

全校授權、VMware軟體授權第3期(本項使用率合計：開課課

次18次，使用學生1,080人次)。

1200.3

2.藝術學院：V-RAY、LUMION等項。以上軟體使用率合計：

開課課次32次，使用學生900人次。
3.統資系:微軟AZURE雲端軟體。以上軟體使用率合計：開課課

次6次，使用學生360人次。

電腦教室設備更新

1.資訊中心全校共同電腦教室軟硬體設備更新：個人電腦主機

231台、LCD螢幕101台、單槍投影機2套、互動式電子白板、

分組討論交互動機、平板充電車、錄播系統、超短焦投影機。

以上設備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67次，使用學生3,165人次。

1248.5

2.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專業電腦設備更新：iMAC電腦30台。

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354次，使用學生13,040人次。

圖書設備採購

圖書館專業圖書、期刊、資料庫購置包含：台灣經濟新報、

IEL、SCIE、SSCI、ASC等各式資料庫、APS、AIP、Nature

online、Cambridge等多項西文電子期刊以及西文圖書444

種。以上學生使用共計198,107人次。

2859.6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單位：萬元）

名稱 內容 合計

輔仁大學105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實際執行成效
年度工作計畫自選辦學特

色面向

中長程校務發展

子計畫

教學
02深化環保教

育

環 安 衛 精 進 計

畫(A021)
實驗室設備更新

1.物理系：數位電表、三輸出直流電源供應器、808nm雷射模

組、比例積分微分控制器、雷射功率計、共掁腔雷射教學系

統、NI嵌入式即時控制擷取系統、NI資料擷取教學組、多重物

理量有限元素軟體、深紫外二向雷射諧波、六位半數位電表、

三輸出直流電源供應器、精密針孔等項。以上設備使用率合

計：開課課次18次，使用學生460人次。

221.2

2.電機系：任意波形訊號產生器、鋁線銲線機、軟體無線電平

台、訊號放大器、生理訊號擷取裝置、動作生理訊號量測系

統、FPGA開發平台等項。以上設備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236

次，使用學生1,356人次。
3.餐旅系：不銹鋼工作檯內嵌水槽、實驗室工作檯冷藏冰箱、

西餐爐台12組等項。以上設備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16次，使

用學生9,216人次。

4.生科系：橫臥式冷藏櫃、一機三槽核酸增殖儀、NANO核酸

定量儀、微電腦控溫恒溫振盪反應器、桌上型電導度計、液態

氮填充筒、溫度梯度聚合酶鏈鎖反應儀、微電腦多功能冷凍離

心機、單門4度C冷藏櫃、低溫迴轉式振盪培養箱、40度C直立

式冷凍櫃、超微量分光光度計、自動高壓滅菌器等項。以上設

備使用率合計：開課課次68次，使用學生623人次。

精進各學院環安衛

工作
1.  建置電子水錶，改善校園漏水及水資源處理設備更新。 136.0

2.  理工學院及醫學院實驗室廢棄物清理暨清除。

教學
03卓越教學品

質

檢 核 核 心 課 程

學習成果
學生學習成果發表 學生論文出版及展演達366人次。 241.2

校內舉辦相關學術

活動
舉辦專業演講及座談共計582場次。

教學
07精進教師專

業發展

精 進 教 師 專 業

發展(C072)
教師升等審查 105年度教師升等審查，共補助20位專任教師。 8.4

專任教師薪資 專任教師薪資 105年度專任教師薪資，共補助43位專任教師。 2143.7

研究
08提升研究產

能

精 實 學 術 研 究

成果(C082)
提升研究產能

2015 年 本 校 教 師 SSCI 、 SCI 期 刊 論 文 數 546 篇 ， 其 中 first

author 或corresponding author合計258篇，達1/3以上。
1341.2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單位：萬元）

名稱 內容 合計

輔仁大學105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實際執行成效
年度工作計畫自選辦學特

色面向

中長程校務發展

子計畫

2014年本校教師SSCI、SCI期刊論文年度被引用次數6,929次，

2015年SSCI、SCI期刊論文年度被引用次數8,212次，較前1年

度提升18.5%。
專題研究計畫共209案。

2015年本校教師發表於SSCI、SCI期刊論文共546篇。
推動各院研究

特色(C083)
推動跨領域研究 跨(多)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申請案共計3案。 131.5

1.  香蜂草保健功效之測試與產品開發。
2.  乾癬疾病共病狀態的探討：著重於乾癬治療現況分析與新穎

抗乾癬藥物之開發。
3.  社會議題行動與社會資源整合對社會創業與社會價值創造之

影響。
跨校學術合作計畫申請案共計17案。
1.  2016廚藝創新暨餐旅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  王靜芝教授百歲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3.  海峽兩岸輔大人大哲學論壇。
4.  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挑戰日本語文學研究之風華再

現。
5.  電鳴遠神父跨國研究計畫暨系列國際研討會。

6.  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7.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東亞與同時代日

語文學論壇」台灣大學「文化翻譯/翻譯文化」。
8.  島弧人權2.0：全球現象下的社會經濟階級人權。
9.  第六屆海峽兩岸民事訴訟學術研討會。
10. 第三屆兩岸民法博士論壇。
11. 台灣、德國及歐盟環境及能源法治研討會。
12. 第五屆輔仁大學法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學生圓桌論

壇。
13. 醫療常規探討與刑事責任。
14. 第六屆人大社會與輔大社會學術交流研討會-「社會科學跨

領域知識的融合~立基在地的發展道路」。
15. 挑戰顛峰 誰來稱王2016海峽兩岸外匯模擬投資競賽。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單位：萬元）

名稱 內容 合計

輔仁大學105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實際執行成效
年度工作計畫自選辦學特

色面向

中長程校務發展

子計畫

16. 第十屆兩岸宗教學術論壇與參訪活動。
17. 「新傳播、新主體、與新公民社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

暨「第十一屆媒介與環境研討會」。

國際化 05深耕國際化
建 構 國 際 化 學

習氛圍(B052)
赴姊妹校交換生

104學年度赴姊妹校交換生402人次，較103學年度393人次成

長2.29%。(歐洲地區恐怖攻擊頻傳，導致學生申請數銳減。本

校將持續舉辦各種交流活動，加強交換計畫宣傳，以提升交換

生人數。)

473.3

參訪團數 共計72團，318人次。

姊妹校數 姊妹校共計364所，104學年度新增19間。

合作計畫 合作計畫共8案，計有：

1.  本校與波蘭托倫社會及媒體文化學院簽署短期講座計畫。

2.  本校國際處與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簽署暑期團合作計

畫。

3.  本校法文系與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簽署雙碩士雙聯計畫。

4.  本校國際處與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簽署暑期團合作計畫。

5.  本校傳播學院與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簽署合作交流協議計畫。

6.  本校法律學院與日本名城大學簽署交換學生計畫。
7.  本校社會科學院與大陸閩南師範大學簽署合作交流協議計

畫。

8.  本校與大陸清華大學續簽合作交流協議與交換學生計畫。

海外學習與產業實

習計畫宣傳
34團(寒假6團、暑假28團)。

境外學生與本地學

生文化體驗及共融

活動

1.  外籍學生歡迎會：上、下學期各1場。

2.  文化體驗一日遊：上、下學期各1次。

3.  跨文化小講堂：上學期5堂、下學期6堂。
4.  小講堂小老師期初會議：上、下學期各1場。
5.  小講堂小老師期末會議：上、下學期各1場。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單位：萬元）

名稱 內容 合計

輔仁大學105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實際執行成效
年度工作計畫自選辦學特

色面向

中長程校務發展

子計畫

6.  小講堂開幕式。
7.  小講堂閉幕式。
8.  接待家庭相見歡。
9.  週末接待家庭。
10.   10國際翱翔系列活動：上、下學期各2場。

11.   節慶活動。
外籍學位生與交換

生課業及生活輔導

計畫

1.  交換生入學說明會：上、下學期各2場。

2.  外籍學位生新生說明會。
3.  交換生導師期初會議：上、下學期各1場。
4.  交換生導師期末會議：上、下學期各1場。
5.  學伴計畫徵選：上學期3場、下學期3場。
6.  學伴培訓：上學期2場、下學期2場。
7.  學伴計畫期末檢討會：上、下學期各2場。

8.  夜間華語課程。
9.  1對1華語輔導計畫徵選：上、下學期各1場。
10.   1對1華語輔導員期初會議：上、下學期各1場。
11.   外籍生與校長有約。

12.   夜間華語課程：上、下學期各5班。
推 動 教 師 發 展

國際化(B053)
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已發表2篇國際化研究案： 80.0

1.       104.11.12-14金企系韓千山老師至香港教育學院參與

APHERP 資 深 學 者 國 際 研 討 會 並 發 表 論 文 「 The Value-

Enhance Program by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2.    105.5.23-25教研所莊俊儒老師至中國杭州浙江大學參與

APHERP資深學者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Blending a New

Brand of Institutions amidst the Global and Local Press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已邀請2位外籍學者蒞校交流：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單位：萬元）

名稱 內容 合計

輔仁大學105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實際執行成效
年度工作計畫自選辦學特

色面向

中長程校務發展

子計畫

1.  104.12.16邀請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主講「亞洲博雅

教 育 的 挑 戰 與 前 景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Asia」。

2.  105.3.9舉辦「教師英語授課工作坊」，邀請澳洲昆士蘭大

學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 TESOL Education (ICTE-UQ)教

師Ms Philippa Coleman擔任講者，主講「學科內容和語言綜

合 學 習 教 學 法 研 討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

每2年發表本校教師參與國際化活動之調查。
已於103學年度進行教師參與國際化活動之調查。兩年調查一

次，下次調查時間為105學年度。

學生輔導及

就業情形

04鼓勵學生多

元學習

豐 富 學 生 多 元

化 自 主 學 習 方

案(B046)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

105年度補助學生社團充實設備，除社團共同使用之設備外，

計有擊劍社、桌球社、魔術社、野營社、登山社、國樂社、占

星塔羅社、古典吉他社、熱舞社、基服社、飲料調製社、烏克

麗麗社、競技啦啦隊社、努瑪社、射箭社、口琴社…等共20個

社團獲補助，共計400人次學生使用；另社團外聘專業老師指

導費共計57人次。

253.6

鼓勵學生組織自主

學習活動

1.105年度鼓勵學生組織自主學習活動，計有國標舞社、管弦

樂社、電影社、映綠社、熱舞社、攝影社、民謠吉他社、創意

巧手社、宗教系學會、大傳學程學會、國學會等11個學生自治

組織獲補助。

100.0

2.另外依「輔仁大學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學術競賽獎勵辦

法」獎勵專業競賽成績優秀同學共計443人次。

總計（Ａ） 122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