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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審議專責小組 

106 年度第 3 次會議記錄 

日期：10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00 分 

地點：南北校區視訊會議 

南校區：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 

北校區：行政大樓 5 樓會議室 

主席：黃校長 宜純 

出列席：如簽到表 

記錄：宋宜樺 

 

壹、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略。 

二、業務報告 

本次會議將審查各單位工程項目申請表，於會議通過後如期於 106 年 5 月 31 日

前函送教育部。 

貳、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106 年 5 月 16 日第 2 次專責會議後，已將相關表件及資料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

各單位參考，並彙整支用工程項目申請表及支用時程表如各提案附件。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106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支用工程項目申請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臺教高(三)字第 1060056440X 號教育部函，106 年本校工程款可支用最高額度為 446

萬 4,214 元整。 

二、目前各單位提出需求及金額如下表，相關申請目的及內容請參考附件一至附件三。 

單位 工程名稱 工程預計經費 備註 

餐飲系 餐飲系飲調教室工程改造 74 萬 3,735 元 只可動支 161,062 

休管系 滑降設施 35 萬元 申請表應修正 

資圖中心 圖書館內部空間整修 120 萬 4,393 元 申請表應修正 

總計  229 萬 8,1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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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同意餐飲系及資圖中心申請支用工程款，申請表於修正後提報教育部。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106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各單位支用時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6 年 5 月 16 日第 2 次專責會議後，各單位應事先召開會議討論經費分配及支用，再由

經費使用單位填寫支用時程規劃表。 

二、彙整各使用單位支用時程規劃表如附件四。 

 

決 議：修正後通過。未能如期提供資料於本次會議討論者，皆列入下次會議討論。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4 時 30 分整）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支用工程項目申請表(106.04) 

一、工

程

名

稱 

餐飲系飲調教室工程改造 

二、工

程

目

的 

飲調教室為餐飲管理學系專業教室，本教室原為普通教室改建提供學生練習飲

料調製相關專業技能之場所，同時為學生飲調相關證照之練習場地，但因本校

之飲調教室與他校飲調教室相比較為簡陋，招生時學生多反應與他校落差太

大，經過系上教師討論決定將飲調教室改為吻合學生至職場環境需求及設備。 

三、工

程

預

計

經

費 

（

工

程

經

費

以

核

定

總

獎

勵

補

助

經

費

10

％

為

限） 

1. 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經費：4,464 萬 2,143元 

2. 學校預計支應獎勵補助經費及自籌配合款： 

(1) 獎勵補助款：74 萬 3,735 元（100％），占總獎勵補助經費 0.02％。 

學校配合款：0元（0％） 

3. 學校經費規劃支用進度說明及因應措施 

此項工程規劃將於 7月初開始動工，預計在 8月底執行完竣。 

時程 工作進度 

6/15-6/30 安排招標相關作業 

7 月、8月 得標廠商開始進行工程作業 

8 月底 工程完竣勘驗 

9/11 前 完成驗收作業 
 

四、工

程

1. 工程基本資料介紹及設計意念說明 



內

容 

(1)水電工程配電改管線 

(2)吧檯木造 

2. 主要設備系統及說明 

水電工程:配電盤箱內含導線、不鏽鋼水槽、瓦斯爐具、排煙機、瓦斯管線、

排水管線、進水管線。 

吧檯木造:675*70*80cm、500*110*80cm 

3. 室內外材料說明表 

水電工程:配電盤箱內含導線、不鏽鋼水槽、瓦斯爐具、排煙機、瓦斯管線、

排水管線、進水管線。 

吧檯木造:675*70*80cm、500*110*80cm 

4. 基礎及結構系統 

水電工程:配電盤箱內含導線、不鏽鋼水槽、瓦斯爐具、排煙機、瓦斯管線、

排水管線、進水管線。 

吧檯木造:675*70*80cm、500*110*80cm 

5. 經費概算： 
名稱 單位 單價 小計 

    

黑金石檯面 130才 含施工 1 112500 112500 

水電工程 配電盤箱 

導線 

不鏽鋼水槽 

瓦斯爐具 

排煙機 

瓦斯管線 

排水管線 

進水管線 

1 176000 176000 

餐桌 4人 120*85cm 3 8500 25500 

 2人 85*85cm 3 6500 19500 

吧檯木造部份 

 

675*70*80cm 

1 368000 368000 

500*110*80cm 

輕鋼架 〈補足前緣〉800*200cm 1 16000 16000 

雜項 

瓦斯桶 壓力頭 

1 10000 10000 

瓦斯費 20kg 黑板拆除 



設計費用 1 16235 16235 

  合計 743735 
 

五、預

期

效

益 

1.質化效益:搭配餐飲管理學系飲務調製課程內容有咖啡烘豆課

程、調酒、咖啡拉花、飲調丙級證照考試、招生使用教室。 

2.量化效益:每學期至少 4 實作課程之利用。 

六、檢

附

相

關

文

件 

附件 1.水源瓦斯配置圖 

附件 2.平面圖 

附件 3.配置圖 

附件 4.電源供應配置圖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支用工程項目申請表(106.04) 

一、工程名稱 滑降設施 

二、工程目的 
利用大樓地形從管理大樓 3F 橫越湖面至湖邊。可作為探索教育

第二期延伸與戶外遊憩課程使用。 

三、工程預計

經費 

（工程經費以

核定總獎勵補

助經費 10％為

限） 

1. 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經費：4,464 萬 2,143元 

2. 學校預計支應獎勵補助經費及自籌配合款： 

(1) 獎勵補助款：35 萬元（100％），占總獎勵補助

經費 0.01％。 

(2) 學校配合款：0元（0％） 

3. 學校經費規劃支用進度說明及因應措施 

（獎勵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執行完竣，如未能如期執行之替

代支用方式，如：改以自籌經費支應） 

四、工程內容 
如附件 

 

五、預期效益 

作為教學與活動營隊舉辦使用 

六、檢附相關

文件 

1. 如附件 

 





 
 

康寧大學 

滑降設備規劃 

企劃書 

 
 

 
 
 
 
 

 

全方位探索顧問有限公司  
2016 年 12 月 

 
全方位探索顧問有限公司 

新北市新店區安忠路 23-5 號 

電話：(02)2211-6921 

傳真：(02)2211-6918 

http://www.i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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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探索體驗學習簡介 

   探索體驗教育，極具挑戰與刺激。透過這些挑戰，適時的製造壓力，進而激

勵學員們突破和團體合作，讓人能互相扶持與幫助。多位研究者指出，當團體面

對較大程度的壓力時，就更能增加團體成員橫向連結，進而創造出更大的工作或

研究效益。 

    而藉由高空、低空探索體驗設施，為美國探索教育計畫（Project Adventure）

活動與許多經驗學習課程所採用。主要將戶外風險因素加以控制，設計具心理風

險，但過程安全的挑戰情境。 

     探索體驗教育十分重視參與者分享回饋活動過程中的感受，這些對於參與

者幫助極大。活動提供參與、檢視、思考、對話、傾聽、駁斥、尊重、接納、支

持、整合、責任、冒險及探索學習，以及克服挫折感等等問題，它協助小組隊員

減少刻板習慣思考和偏差傲慢的態度與行為，檢視自己的思考和人生盲點。並且

嘗試在回饋分享中學習新生命的態度與方式。 

     

二、設置探索體驗園區的目的 

  有專業而且完整之探索體驗園區及課程，對於兒童及青少年在全人的發展

上有很大的幫助，同時針對企業職能及社會良善方面的提升，亦有強大的作用。 

    設置探索探索體驗園區的目的： 

  (一)、提升職能、創造效益： 

  探索教育活動的基本功能：增進彼此互動的和諧經驗，提升冒險勇氣和自我

覺察。經歷活動中所引發的種種衝擊、刺激、期待、挫折、焦慮、不安、壓力、

抉擇、合作、克服困難等等體驗，產生冒險犯難的勇氣與精神，使學員積極樂觀，

充滿活力與突破考驗，增強學習意願。提供學習彼此相顧、相助的合作精神，改

善人際關係，與產生愛與尊重的動能。 

   (二)、強化教育、加強品格： 

  探索教育活動的基本理念：透過個人在團隊中親身經歷、直接又有目的地置

身於「活潑、有趣、緊張刺激、挑戰、冒險」，和「新的成長經驗」中。藉此可

以促使團體與個人認知產生改變的動能，減低自我偏見和迷失，幫助學員覺察自

己不良習慣及偏見，以及反社會行為的傾向。 

  傳統的教育認為態度的改變先於行動的改變，且會引導行動的改變；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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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式學習活動則假定態度的改變乃隨著行為的改變而發生，因此，體驗式學習

活動是一種「行動導向」，促使個人透過實際的體驗來面對自我設定的「不能」。

而也就是基於此種重視行動的主張，才會引起學生學習的注意，進而成為一種教

育方法。對於那些不適於傳統的、以演講為導向教育方式的人而言，此種體驗活

動方式可能更有效。 

  由於活動中常有信任、溝通、問題解決及做決定之設計，且反思的過程與結

果，學員間亦有不同看法，甚至有衝突之處；因此引領者或教師更應具包容之胸

襟，將體驗學習民主與尊重之精神，充分實踐。 

  (三)、培育師資、創造就業： 

   Hendy(1975)指出優秀引導員具有以下人格特質：機靈的、具有領導力的、

體貼的、富想像力的、直率的、有創新力的。而引導員的自我概念越高，則越能

促進參與者自我概念的提升。 

  引導員的人際互動關係也是影響活動成果的因素之一，尤其是易於被接受

的、會鼓勵他人的、不會批評他人的引導員被認為是影響參與者成長的要素之一。 

  因此，如有專業而且完整之探索教育場地及課程，將有助師資（引導員及安

全教練）培養。亦可引入當地有志從事探索體驗教育之各界人士做專業師資培養，

有效解決社會上失業率的問題，創造就業機率。 

 探索體驗教育活動的目標是為了： 

  1.説明學員建立活潑積極客觀開朗的思考模式。  

  2.幫助學員培養愛惜身體、鍛練身體的習慣，並追求活力充滿的生活。  

  3.幫助學員藉由活動學習更新人際關係，建立和諧團隊及個人充實的  

   生活。  

  4.幫助學員可以通過活動體會大自然之美，並建立對大自然的喜愛和 

   尊重。  

  5.幫助學員體認社會責任，並培養對所處環境一起成長的態度。  

  6.幫助學員造就更堅定的信心，並顯露信心的成果應用於實際日常 

   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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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市場現況需求 

   體驗活動包括了一系列創新及發展的過程，從破冰（心理）、暖身（生理）

/熟悉活動、去除抑制的活動、信任與同理心活動、溝通與協調活動、作決定/問

題解決活動、社會責任建立活動到個人責任建立活動。良好設計之場地，可充分

發揮課程效益，提供學校、企業及社會團體使用。 

     儘管體驗活動在歐美的發展已有悠久的歷史，但在國內的發展歷史並不

長。雖然如此，我國探索教育發展也從原先教育的領域不斷的擴散到其他領域，

茲分述如下： 

一、學校教育類 

  目前許多學校開始透過探索教育，從早期的「老師主動說，學生被動聽」的

互動模式，逐漸調整為以學生為主體，學生主動創造學習的氛圍，提升學生們的

軟實力 

二、心理及行為偏差輔導 

  探索教育目前發展出一套矯正問題青少年的訓練計畫，每位學生先接受不

同的訓練，接者再依個別需求的不同，接受不同時間的訓練。訓練期間所有學生

都在校區參與工作，與參加這項以冒險性活動為基礎的輔導諮商計畫，並同時啟

發學生的社會適應。  

三、企業組織與非營利組織 

  探索教育協助過不少工商企業的團隊建立與發展、團隊領導、團隊效能、團

隊向心力、團隊凝聚力、團隊合作等教育訓練區塊。 

四、休閒產業界 

  一般休閒場所或夏令營營地等，大都會架設探索教育戶外繩索設施。透過探

索活動，享受夥伴確保的樂趣，相互鼓勵，同時思考如何幫助對方成功。營地的

管理人員必須學習如何運用自發性挑戰的概念，幫助青少年學習真實的面對自

己，身為團體的成員，如何貢獻自己的力量及發現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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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活動規劃與設施介紹 
 
 

 
 
 

 

一、高空、低空探索體驗園區設施規劃及特色 

 

 索體驗活動採用體驗式學習，以團體帶領方式進行課程。藉由高空設施、低空

設施不同的實體情境，進行各種主題的活動，引導學員覺察人我間對話之影響，

建立有效的人際溝通，建立更深層的相互信任基礎，在人與人相處的路上共同成

長與互相扶持。 

  本設施設計為柚木色木紋質感，預力水泥柱經多道特殊加工，能呈現柚木色

木紋質感；防腐南方松經護木漆塗布二次亦呈柚木色澤，使設施融入園區之中，

使學員能在自然森林的氛圍下快樂的學習與成長。 

 
  

告訴我，我會忘記   Tell me, and I will forget 
展示給我看，我會記得   Show me, and I may remember 

讓我參與，我會徹底明白   Involve me and I will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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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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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空滑降設施介紹  

透過人工搭建超出地面 8公尺以上設施，使用攀爬及符合 CE 認證之安全確保裝

備〈確保器、動力繩、安全吊帶等〉維護安全，進行個人挑戰與團隊互動。在身

心安全的過程中，挑戰者都需與團隊夥伴共同確保彼此生命安全、給予精神支持

與鼓勵，才能克服恐懼與焦慮的心理障礙、面對挑戰、激發潛能、完成挑戰，因

此所有成員都能從活動中，獲得團隊支持、肯定、滿足感與養成面對挑戰，了解

自己真正能力，培養設定符合自己的目標，提升個人能力，並應用於生活、學業

及工作當中，是其他平面課程所無法取代的。 

  離開地面的挑戰，會使學員及團隊心裡失去平衡狀態，再重新釐清澄清與建構

與人間關係連結，更多的溝通與信任在真實互動中形成。 

  

  

項

次 
示意圖 設施項目 操作簡述 意境 

H1 
滑降 1 

Zip Wire 

依靠繩索滑降到目 

的地 

航向自我的旅程，不

踏出那一步，你永遠

不知道需要花多久

的時間。 

H2 

 

滑降 2 

Zip Wire 

依靠繩索滑降到目 

的地 

航向自我的旅程，不

踏出那一步，你永遠

不知道需要花多久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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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施安全裝備 

*高空設施安全裝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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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使用須知及安全事項 

一、使用須知 

  (一)、學員課前準備 

  提供之健康檢查表及說明檔，詢問學員身心狀況，做安全提醒。若單次操

作人數過多，可採用講座開場時詢問並進行全程錄影，確認學員身心狀況。 

  (二)、平時安全規劃 

  高空設施三米以下淨空，三公尺以下腳踏釘或鋁梯操作時才會安裝，使用結

束後一併收納至裝備室，避免學員誤爬或不當使用。 

二、安全事項 

  操作項目最主要強調安全，只要有任何學員操作高空設施，只要是離開地面

就需特別注意其動作及安全。 

三、設施使用與警告標誌 

  1.設施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項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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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警告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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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設施預算 
一、建置開發所需經費 

 

 

 

項次 子項  數量 單位 單價  總價 小計 備註

一 285,233

H1 滑降 Zip Wire 1 式 140,000 140,000

H2 滑降 Zip Wire 1 式 145,233 145,233

二 裝備 1 式 48,100

三 稅金 5% 16,667

康寧大學滑降設施 - 預算總表
設施項目

設 施 預 算 總 金 額 350,000

高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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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裝備預算表 

 

 
 

 

 

   

項次 項目 規範 數量 單位 單價 金額

1 繩索課程滑輪(鋼纜用)
抗張強度：45KN重量：410

公克。
6 件 $6,500 $39,000

2   靜力繩 KMIII(100米)

*適用於攀繩與救援等活動

*衝擊力：35KN。墬落次數：

4。延展度：11.1%

*標準：NFPA 1983:2006 、CE

*直徑：11mm。

*重量：92g/M。

1 條 $8,000 $8,000

3 工具箱 2 個 $550 $1,100

小計 $48,100

高空區安全裝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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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後續設備維修及保養 
一、設備維護及保養 

  為了更有效的管理探索體驗場設施，以達到延長設備的使用壽命、提高安全

係數的目的，在設施維護上，主要任務是防止連接件鬆動和不正常的磨損、主體

結構及木作的防腐蝕處理、對各設施配件老化的及時更換、監督操作者按設備使

用正確方式使用設備等，針對以上主要任務重點，為防止設備事故的發生，延長

設備使用壽命和檢修週期，保證設備的安全運行應從以下幾方面對設備進行維

護與保養： 

 

(一) 遵循使用和維護相結合原則，探索體驗場設施管理部門在設備日常維 

護工作中做到“三好＂（管好、用好、維護好），“四會＂（會使用、

會保養、會檢查、會排簡單故障）。 

   (二）正確使用好設備，不超載荷使用。 

  （三）對活動部位應做定期添加潤滑油(腳踏釘、鋁梯)以確保其活動靈活可

靠！ 

  （四）使用前一天要仔細檢查設備，是否有連接螺栓鬆動情況，如發現及  

     時緊固。同時應檢查必檢部位（如各連接部位），檢修後試使用，   

     如發現問題和異常現象，需及時處理，不能處理的，及時停用並申請 

     對其進行維修處理。 

  （五）定期對設備進行維護與檢查，日常檢查與維護情況應做設備維護記 

     錄＂，編寫日常維護檢查表和設備管理員巡迴檢查表（包括設備名 

     稱、檢查部位名稱、每點檢查內容、檢查標準、檢查時間、檢查總的 

     編號）及檢查記錄或圖表，並報設備管理部門備案，設備檔案的內容 

     要隨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應作詳細記載（包括問題出現的時間、部位、 

     損壞程度、原因、處理結果等）。檔案記載的內容、文字要整齊清晰。    

  (六)各項設備不得自行改造。 

  (七)應定期檢查，填寫設備日常檢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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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售後服務表（合作廠商） 

 
供應商名稱  

售後維修服務機構 

名稱和位址 

 

售後服務點聯繫電話  聯絡人  

免費保固期 二年 

售後服務點的人員、

設備等配備 
 

人員培訓安排承諾   

售後服務承諾 

服務回應

時間 

 

 

服務到場

時間 

 

 

其他售後

服務承諾 
 

其  他 

 

 

 

 

 



16 
 

三、高空設施檢查表(範例) 

項目：夜行船                         檢測日期：105 年 11 月 8 日 

檢測要項如下： 

主 結 構 系 統 C G TM TR R 

地基 土方有無流失.有無石礫及其它影響  V    

預力杆 有無傾斜、裂痕、風化侵蝕  V    

單眼螺栓 有無斷裂、松脫、銹蝕、變形  V    

支線鋼索(含鋼索夾) 
有無斷股、變形、銹蝕、鬆弛、移位、

套管劣化 
 V    

連結支線基座地栓 

（含連結毛眼） 
有無變形、銹蝕、鬆弛、移位  V    

主體鋼索(含鋼索夾) 有無斷股、變形、銹蝕、鬆弛、移位  V    

白棉繩(含鋼索夾、 

毛眼) 
有無斷股、氧化、變形  V    

確 保 系 統 C G TM TR R 

摩擦器 有無缺角損毀、側板摩損或傷繩情況  V    

O 型環 有無變形、銹蝕、保險螺栓無法閉鎖  V    

確保鋼索 有無斷股、變形、鬆弛  V    

備索（確保鋼索） 有無斷股、變形、鬆弛  V    

鋼索夾 有無變形、位移、松脫、銹蝕  V    

C: Comment (See below)建議(見下)   /   G:Good 良好   /   TM: To Monitor 檢測 

/ TR:To Repair  維修   /   R: R: Reject  拒絕（淘汰） 

檢測者建議或說明： 

1. 線上檢視並觸摸主確保鋼索尚無明顯摩損痕跡或斷股，但其鋼索夾及毛眼等均已生銹、

銹蝕，建議更新為不銹鋼製品。 

2. 向地支線之鋼索夾及毛眼等均已生銹、銹蝕，建議更新為不銹鋼製品。 

3. 三股繩連接之毛眼夾均已生銹、銹蝕，建議更新為不銹鋼製品。 

4. 為預防預力杆傾斜，建議架空地線及向地支線重新安裝，並加裝四路檔拉帶及 U 型複來

螺栓以方便後續之調整。 

此設施適合繼續使用 V 設施不適合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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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施 工 後 年 度 場 地 修 繕 及 管 理 維 護 計 畫  

 保固 1年。 

 保固期間內將進行每年 1次維修保養，確保設備狀況優良。 

 保固期內如發現確因施工品質不良而損壞時（正常狀態損壞）應由

乙方負責修護，若非正常狀態，如系使用不當、自行拆裝、改造之

人為因素或天然災害等，所引起之損壞除外。 

 風險預防：本場地設施大都具有可移動(收迭)設計，有效降低產品

的結構被偶發事件破壞之可能性 

 例行保固及維護之規劃 

1. 專業全職之維修保養團隊，維護  貴場地於最佳狀態。 

2. 保固期內每年巡檢 1 次，每次檢修後彙整場地維修報告于園區。 

3. 天災、特殊狀況或設施異常提供快速檢修服務。 

4. 協助園區維護場地安全，消除潛在風險。 

 保固期後：本公司於保固期後，推出「年度維護保養合約書」，使

貴場地能以最經濟之費用，獲得與保固期同樣之服務。 

 保固期後，每年保固服務費用另訂之。 

 人員培訓安排承諾 

         *負責對教員及安全操作員進行設施培訓； 

         *負責對教員及安全操作員進行安全保護裝置操作及維護培訓； 

          注：相關配套課程及規範在培訓中系統學習。 

 課程服務：可因應客戶需求開立各項課程，無論是團隊體驗、

企業訓練、教師研習、迎新送舊、校外教學…等，皆可滿足所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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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課程 

 
一、探索挑戰場地(challenge course)專業人員培訓簡介 

 

   本公司除建構場地外，亦提供相關課程規劃。各課程主要目的協助校方培養

專業人才，除了讓學生畢業之後，有一技之長，在休閒領域或企管領域多一項專

業技能。而設施適度的對外開放，亦可以增強校園特色與知名度，提供校內實習

與就業機會。而通過測驗，可取得證照，可做為此一領域專業與否的分水嶺。分

類如下 

 

課程 說明 

A 基礎課程 

基礎操作課程 

團隊動能與挑戰場地

安全操作員訓練 

*體驗各項設施與瞭解設施的主要教育目標。 

*能獨立架換繩及安裝適當裝備 

*能正確穿脫裝備、能正確操作確保系統 

*上課時間：2天 

基礎檢核課程 

挑戰課程安全檢核人

員培訓課程 

*能檢核確保繩結及相關裝備正確連結 

*能檢核裝備之安全性 

*能檢核操作確保之安全性 

*確保團隊失能之緊急處理 

*上課時間：2天＇ 

B 基本引導課程 

全方位引導員認證 *認證課程：活動的體驗、體驗教育基礎理論課程、

基礎的引導技巧教學及應用練習等內容，讓各項

設施不再只是設施，而是有血有肉，且富有教育意

義。 

*上課時間:兩天，七小時 

*結業完，需 100 小時實習。 

C 繩索救援課程 

初級繩索救援 1 

挑戰場地設備重置技

術員 

*熟悉重置所需之裝備系統。 

*能有效率使用杆式上升。 

*能獨力將掉落之動力繩架設於高空。 

*能在鋼纜上移動。 

*能有效率及安全的完成裝備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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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置緊急應變計畫。 

*上課時間：3天 

初級繩索救援 2 

挑戰場地初級救助技

術員 

*熟悉救援裝備系統。 

*能有效率使用杆式上升及團隊分工。 

*能領導個人救援&團隊救援 

*能填寫事後改善與報告。 

*能建置緊急應變計畫。 

*上課時間：2天 

進階繩索救援 

挑戰場地高級人員救

助技術員 

*熟悉救援裝備系統。 

*能有效率使用杆式上升及團隊分工。 

*能領導個人救援&團隊救援 

*能填寫事後改善與報告。 

*能建置風險管理計畫及平時安全演練計畫與執

行 

*上課時間：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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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相關體驗式探索課程 

課程分類 課程名稱 對象 

關鍵能力 

生活體驗營 

少年-青少年 
小六先鋒營 

玩出好品格 

生命教育 

組織發展 

校隊培訓 

大專院校各社團組織 系學會幹訓 

學生培訓方案 

團隊輔導 
成長團體 

大專院校各社團組織 
冒險治療 

戶外休閒 

校外教學 

大專院校學生 主題營隊 

高低空繩索 

教師研習 

身心靈教育 

學校教師 
高低空繩索教學課程 

攜帶式教具應用 

班級經營及教學效能 

通識課程 

人際關係與溝通 

大專院校學生 
團體動力學 

生命關懷 

訓練與發展 

個人拓展 

團隊協作營 

大專院校學生 創新創造力 

自我成就動機 

服務方案 
志工培訓 

民間基金會與各社福

團體 

自立∕培力計畫 

親子教育 
親子溝通 

父母效能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支用工程項目申請表(106.04) 

一、工程名稱 圖書館內部空間整修 

二、工程目的 

本校台北校區圖書館位於克明樓二至五樓，建物本身為

民國 85 年完工，至今已超過 20 年。因建築物老舊，部

份牆面及地面損壞，再加上近年數位科技發展，圖書館

朝多元化發展，故擬利用本年度經費完成圖書館二三樓

的基本整修及隔間。 

三、工程預計

經費 

（工程經費以

核定總獎勵補

助經費 10％為

限） 

1. 教育部核定獎勵補助經費：4,464 萬 2,143 元 

2. 學校預計支應獎勵補助經費及自籌配合款： 

(1) 獎勵補助款：120 萬 4,393 元（100％），占總獎

勵補助經費 0.03％。 

(2) 學校配合款：0元（0％） 

3. 學校經費規劃支用進度說明及因應措施 

（獎勵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執行完竣，如未能如期執行之替

代支用方式，如：改以自籌經費支應） 

四、工程內容 

1. 工程基本資料介紹及設計意念說明 

(1) 建築工程：包括構造模式、平均造價、樓層數、

各層樓地板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等資料，以及土

建與各項設備工程設計構想之說明。 

(2) 機電工程：包括系統規劃、系統容量、工項造價

等資料，以及機電系統設計構想與主要機具設施

規格之重點說明。 

2. 主要設備系統及說明 

3. 室內外材料說明表 

4. 基礎及結構系統 



5. 經費概算：如直接工程費/間接工程費/工程管理費/

設計監造費等應包含於概估表中，並應包含下列分

項工程： 

(1) 整地工程：無 

(2) 結構體工程：無 

(3) 外部裝修工程（外牆、門窗）：無 

(4) 內部裝修工程(天花、牆面、地坪)：1,204,393

元 

(5) 屋頂防水隔熱工程：無 

(6) 水電工程（電氣設備、弱電設備）：無 

(7) 消防設備工程 

(8) 空調工程：無 

(9) 特殊設備：無 

(10) 其他 

五、預期效益 

1. 整修圖書館二樓及三樓地板，避免發生意外傷害。 

2. 整修圖書館二樓及三樓照明及空間，提供全校師生

良好的閱讀環境。 

3. 新增隔間，強化空間使用效率。 

六、檢附相關

文件 

1. 建築工程：土建部分應包括立體透視圖、配置圖、

位置圖、平面圖、大剖面圖及裝修表等，至於設備

工程部分，則應提供設備系統圖及昇位圖等，另應

提供就各項工程之界面及管線整合，考量管道間空

間、天花板淨高之斷面檢討圖。 

2. 機電工程：應包括系統圖、昇位圖、平面圖等。 

 



指標 策略 106年方案名稱

質量化指標

(請查閱106年校務發展計畫書)

工作計畫

(經常門活動、資本門建置) 負責單位

 經常門

(校總計)

 資本門

(校總計) 執行單位

 經常門(執

行單位)

物品/非物品

(請註明)

 資本門(執

行單位)

規劃執行

完畢月份

執行情況

(未執行、執行

中、已執行)

校訂 二

6S201.推動各學系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暨評量機制

量化1.召開課程委員會，提出1案討論：

根據「健康」產業在地需要，各系科結

合校「健康產業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教學

型大學」定位、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與「創新創業」發展重點，訂定系科自

我定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課程發展

系科(南7系-不含時、保

+北2系+北7科-不含

高)、通識中心(大學部

1+專科部1)@6,000 108,000      

通識中心

(北) 6,000 非物品 9月 未執行

校訂 二

6S201.推動各學系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暨評量機制

量化1.召開課程委員會，提出1案討論：

根據「健康」產業在地需要，各系科結

合校「健康產業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教學

型大學」定位、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與「創新創業」發展重點，訂定系科自

我定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課程發展

系科(南7系-不含時、保

+北2系+北7科-不含

高)、通識中心(大學部

1+專科部1)@6,000 108,000      

通識中心

(南) 6,000 非物品 9月 未執行

校訂 二

6S205.推動校特色課程與成效

展現

量化2.各院系科、通識中心每學年舉辦

「健康」特色活動1案，並於活動舉辦

前提供訊息給秘書室。 「健康」特色活動各1案

通識中心、系科(南9系

+北2系+北7科-不含

幼)、體育室@10,000 200,000      

通識中心

(北) 10,000 非物品 6月 未執行

校訂 三

6S308.加強教師及學生在地實

踐服務學習成果展現

量化1.各系科、通識中心辦理至少1場，

針對社區、中小學或企業「在地實踐服

務學習」活動。

各系科、通識中心辦理至少1場

，「在地實踐服務學習」活動

通識中心、系科(南9系

+北2系+北7科-不含

幼)@10,000 190,000      

通識中心

(北) 10,000 非物品 11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二

6S212.持續更新設備，發展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特色

ㄧ、質化指標：通識教育中心有充足之

行政與教學空間、獨立年度專用預算。

二、量化指標：購置專業教室設備１

間。 PC數位顯微鏡1台 通識中心(北)

通識中心

(北) 18,000 11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二

6S212.持續更新設備，發展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特色

ㄧ、質化指標：通識教育中心有充足之

行政與教學空間、獨立年度專用預算。

二、量化指標：購置專業教室設備1

間。 ezvison 實物提示機2台 通識中心(北)

通識中心

(北) 39,172 11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二

6S212.持續更新設備，發展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特色

ㄧ、質化指標：通識教育中心有充足之

行政與教學空間、獨立年度專用預算。

二、量化指標：購置專業教室設備1

間。 無線擴音器 通識中心(北)

通識中心

(北) 15,000 11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二

6S212.持續更新設備，發展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特色

ㄧ、質化指標：通識教育中心有充足之

行政與教學空間、獨立年度專用預算。

二、量化指標：購置專業教室設備1

間。 桌球檔球網布 通識中心(北)

通識中心

(北) 110,241 11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二

6S212.持續更新設備，發展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特色

質化指標：通識教育中心有充足之行政

與教學空間、獨立年度專用預算。

二、量化指標：購置專業教室設備1

間。 藍芽無線領夾式電容麥克風4組 通識中心(北)

通識中心

(北) 15,000 物品 11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二

6S212.持續更新設備，發展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特色

質化指標：通識教育中心有充足之行政

與教學空間、獨立年度專用預算。

二、量化指標：購置專業教室設備1

間。 2TB USB 3.0 2.5吋行動硬碟3台 通識中心(北)

通識中心

(北) 9,006 物品 11月 未執行



面項 指標 策略 106年方案名稱
質量化指標

(請查閱106年校務發展計畫書)

工作計畫

(經常門活動、資本門建置)
負責單位

 經常門

(校總計)

 資本門

(校總計)
執行單位

 經常門(執

行單位)

物品/非物品

(請註明)

 資本門(執

行單位)

規劃執行

完畢月份

執行情況

(未執行、執行

中、已執行)

經費來源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校訂 三
6S303.營造友善溫馨校園，培

養學生成為良好社會公民
量化1.舉辦「康寧TALK」活動1場。 康寧TALK 學務處 10,000        學務處(南) 非物品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非校訂 三
6S304.強化學生校園生活

與住宿品質

質化指標:

辦理新生定向輔導幹部研習活動

，藉由研習課程促進服務幹部彼

此認識、了解新生定向輔導工作

分配與互動模式，提升服務同學

領導及團隊執行力，有效帶領新

生認識及適應校園生活。

量化指標:

新生定向幹部研習活動每學年度

辦理1場2天的研習活動，參加對

象五專2-3年級及大學部二年級各

班薦選之服務幹部各2員，以及敦

品社領導幹部20餘人，參與師生

約120人。

新生定向輔導活動 學務處
學務處生

輔組(北)
72000 非物品 8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非校訂 三
6S304.強化學生校園生活

與住宿品質

質化指標:

辦理新生闖關活動，邀請專業康

輔師資協助規劃，將學校行政處

室業務設計成闖關活動，讓新生

在過程中認識校園及周遭環境，

並從活動中了解各行政單位業務

，有助新生及早融入校園生活，

同時藉由活動凝聚班級團結。

量化指標:

新生闖關活動每學年度辦理1場，

參加對象五專及大學部一年級約

15班750人。

校園闖關活動 學務處
學務處生

輔組(北)
138000 非物品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非校訂 三
6S309.加強學生社團成果

展現

質化指標:

辦理幹部訓練，提升社團經營成

效。

量化指標:

 每學年辦理全校社團幹部訓練營

1場，參加學員約90人。

社團領導人研習 學務處
學務處課

外組(北)
10000 非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非校訂 三

6S314.透過畢業生調查機

制、雇主回饋意見，提高

學生就業率與修訂課程

質化指標:

1.建置學生畢業後流意向調查，

瞭解本校畢業生學用情形，並作

為系科修訂課程與教學之重要參

考。

2.透過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課程

講座，強化學生職涯規劃能力。

量化指標:

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每年填答

率達9成。

畢業生流向調查 學務處

學務處校

友及職涯

發展中心

(北)

125,500 非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輔導

及就業情

形

非校訂 三

6S314.透過畢業生調查機

制、雇主回饋意見，提高

學生就業率與修訂課程

質化指標:

1.建置學生畢業後流意向調查，

瞭解本校畢業生學用情形，並作

為系科修訂課程與教學之重要參

考。

2.透過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課程

講座，強化學生職涯規劃能力。

量化指標:

校友流向調查，調查率達8成。

雇主滿意度調查 學務處

學務處校

友及職涯

發展中心

(北)

39,024 非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高效智慧掃描機(A3規格)1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49577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單眼相機2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64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手提式無線擴音機2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35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體操1條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47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體操空氣墊1座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4662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小型訓練用電審器2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36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觸控式活動式數位刊版1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92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水肺瓶(含充氣頭)1瓶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30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藝文中心鏡面牆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600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多軌錄音混音座1座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物品 17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2台 學務處

學務處衛保

組(南)
物品 170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簡易型心肺復甦訓練模型1個 學務處

學務處衛保

組(南)
物品 10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籃球自動計時器1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南)
物品 35000 9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監視器2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42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塑料可折疊平板車1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338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不銹鋼階梯車1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672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銅鈸1個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75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專業有線麥收音克風1個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35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折合椅推車3台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183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機械式漆彈槍(含彈斗)30組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1200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高壓氣瓶(氣瓶保護套)30瓶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960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防護裝備(面罩、防護背心、護

頸)套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900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漆彈服裝30套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1800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一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資化指標: 增添社團設備，藉以提升社

團辦理展演與成果分享活動使用。
定靶(靶架及本體)6個 學務處

學務處課外

組(北)
42000 物品 10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三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質化:補助社團外聘專業技能指導老師的

費用，加強學生社團技藝及成果的展

現。

外聘指導老師之鐘點費 學務處 學務處(北) 40,000        非物品 12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

關設備

非校訂 三
S107.持續提升獎勵補助款運

用績效

質化:補助社團外聘專業技能指導老師的

費用，加強學生社團技藝及成果的展

現。

外聘指導老師之鐘點費 學務處 學務處(南) 40,000        非物品 12月 未執行 106年獎補助款



指標 策略 106年方案名稱

質量化指標

(請查閱106年校務發展計畫書)

工作計畫

(經常門活動、資本門建置) 負責單位

 經常門

(校總計)

 資本門

(校總計) 執行單位

 經常門(執

行單位)

物品/非物品

(請註明)

 資本門(執

行單位)

規劃執行

完畢月份

執行情況

(未執行、執行

中、已執行)

非校訂 一

6S112.強化行政組織架構、員

額配置，進行人力資源素質提

升

量化:

1.106學年度對於行政組織架構及員額作周延之

討論，以發展出精簡且有效率之大學行政系

統。

2.北校區各約5人。

質化：

1.本校目前教師現有人數164人；職員131人。為

確保各單位編制及員額配置，均能契合實際業

務需求，並兼顧組織職掌有效推展、合理管控

用人規模及成本支出、單位現有人員妥適安置

等面向，學校依單位職責輕重、專長、適才適

所妥善調配各行政單位職員工之人力，期許人

力配置合理精實，實現組織改造彈性、精實及

提升效能與素質的目標。

2.積極遴聘優質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並活化學

校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 人事室 180,000 0 人事室(北) 90,000

非物品 11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一

6S112.強化行政組織架構、員

額配置，進行人力資源素質提

升

量化:

1.106學年度對於行政組織架構及員額作周延之

討論，以發展出精簡且有效率之大學行政系

統。

2.南校區各約5人。

質化：

1.本校目前教師現有人數164人；職員131人。為

確保各單位編制及員額配置，均能契合實際業

務需求，並兼顧組織職掌有效推展、合理管控

用人規模及成本支出、單位現有人員妥適安置

等面向，學校依單位職責輕重、專長、適才適

所妥善調配各行政單位職員工之人力，期許人

力配置合理精實，實現組織改造彈性、精實及

提升效能與素質的目標。

2.積極遴聘優質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並活化學

校師資結構。

升等送審 人事室 180,000 人事室(南) 90,000

非物品 11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一

6S112.強化行政組織架構、員

額配置，進行人力資源素質提

升

量化:

1.106學年度對於行政組織架構及員額作周延之

討論，以發展出精簡且有效率之大學行政系

統。

2.北校區各約4人。

質化：

1.本校目前教師現有人數164人；職員131人。為

確保各單位編制及員額配置，均能契合實際業

務需求，並兼顧組織職掌有效推展、合理管控

用人規模及成本支出、單位現有人員妥適安置

等面向，學校依單位職責輕重、專長、適才適

所妥善調配各行政單位職員工之人力，期許人

力配置合理精實，實現組織改造彈性、精實及

提升效能與素質的目標。

2.積極遴聘優質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並活化學

新聘教師薪資 人事室 人事室(北) 3,432,599

非物品 12月 未執行



非校訂 一

6S112.強化行政組織架構、員

額配置，進行人力資源素質提

升

量化:

1.106學年度對於行政組織架構及員額作周延之

討論，以發展出精簡且有效率之大學行政系

統。

2.南校區各約2人。

質化：

1.本校目前教師現有人數164人；職員131人。為

確保各單位編制及員額配置，均能契合實際業

務需求，並兼顧組織職掌有效推展、合理管控

用人規模及成本支出、單位現有人員妥適安置

等面向，學校依單位職責輕重、專長、適才適

所妥善調配各行政單位職員工之人力，期許人

力配置合理精實，實現組織改造彈性、精實及

提升效能與素質的目標。

2.積極遴聘優質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並活化學

新聘教師薪資 人事室 4,892,485 人事室(南) 1,459,886

非物品 12月 未執行



指標 策略

105年方

案名稱 106年方案名稱

質量化指標

(請查閱106年校務發展計畫書)

工作計畫

(經常門活動、資本門建置) 負責單位

 經常門

(校總計)

 資本門

(校總計) 執行單位

 經常門(執

行單位)

物品/非物品

(請註明)

 資本門(執

行單位)

規劃執行

完畢月份

執行情況

(未執行、執行

中、已執行)

校訂 三 5S307

6S311.推動提升就業實務、創

新創業技能

量化1.舉辦「健康」導向「創新創業」

競賽1案，各系科至少1隊參加。

舉辦「健康」導向「創新創

業」競賽1案 研發處 @50,000 50,000        研發處(北)          50,000 非物品 11月

校訂 五 5S316

6S501.提升教師實務與研究並

進之雙軌能力

量化1.南北校區各組成1「高研究能量團

隊」，採校內外大師駐點方式，以橘色

特色發展為主(如:睡眠科學研究等)，邀

請教師加入共同進行研究與發表。

南北校區各組成1「高研究能量

團隊」 研發處 @50,000 100,000      研發處(北)          50,000 非物品 11月 未執行

校訂 五 5S316

6S501.提升教師實務與研究並

進之雙軌能力

量化1.南北校區各組成1「高研究能量團

隊」，採校內外大師駐點方式，以橘色

特色發展為主(如:睡眠科學研究等)，邀

請教師加入共同進行研究與發表。

南北校區各組成1「高研究能量

團隊」 研發處 @50,000 100,000      研發處(南)          50,000 非物品 11月 未執行

校訂 五 5S508

6S502.加強教師研究發展及學

術服務成果展現

量化2.舉辦學術倫理宣導說明會或課程2

場。 學術倫理宣導說明會或課程2場 研發處 @3,500 7,000          研發處(北)            3,500 非物品 10月 未執行

校訂 五 5S508

6S502.加強教師研究發展及學

術服務成果展現

量化2.舉辦學術倫理宣導說明會或課程2

場。 學術倫理宣導說明會或課程2場 研發處 @3,500 7,000          研發處(南)            3,500 非物品 10月 未執行

校訂 五 5S517

6S505.加強師生國際化成果展

現

量化1.每年至少舉辦2場國際研習營或交

流活動(目白大學、盛岡中央高校)，參

加人數達50人以上。

舉辦1場國際研習營或交流活動

(盛岡中央高校)

研發處、企管科、應外

科 @20,000 20,000        研發處(北)          20,000 非物品 11月 未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