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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計畫執行成果填報時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 

壹、 學雜費調整簡述及運作機制 

一、學雜費調整簡述 

學雜費調整 

說明 

本校自 93 學年度學雜費微調後，迄至 107 年已逾十四年仍維持原費用，以嘉惠本校及中區學子。惟近

年來物價持續上漲，尤以水、電價為劇，造成各校的整體營運成本大幅增加，在近年各公、私立大學

學雜費一片漲聲中，本校學雜費卻仍紋風不動，在各國立大學收費表裡已相對較低。因此為培育優秀

莘莘學子、維持且提升教學品質與環境、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及照顧弱勢族群，以提高高教公共性，本

校除積極在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捐贈等收入方面拓展財源外，合理的學雜費調整，也是本校目前需

積極爭取之選項，以因應現在及未來校運發展。 

依教育部審核結果，本校自 107 學年度研究所調漲學雜費 3%、學士班調漲學雜費 2%，各支用計畫金

額總計 1280 萬元，將專款專用於各項支用計畫。 

支用計畫項目及

金額 

項次 項目 金額 

1 圖書期刊 400 萬元/年 

2 社團空間、設備及使用維護 348 萬元/年 

3 大型學生活動經費補助 133 萬元/年 

4 增加學生生活助學金經費 133 萬元/年 

5 綜合教學大樓教室維護 133 萬元/年 

6 體育設施維護 133 萬元/年 

合計 1280 萬元/年 

二、運作機制：成立「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管理委員會」，檢核每學期學雜費實際增收經費、專用帳戶之支用情形及執行

成果。 

貳、 助學計畫規劃實施內容及查核機制 

項目 
性質 

(獎學金/助學金) 

目標值 

(元) 
實施內容 查核機制 

生活助學金 助學金 24,930,000 

◎依本校「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
辦法」辦理。 

◎每年 1 月至 12 月受理申請。 
◎申請資格：分為一般名額與保

障名額，具有本校學籍者皆可
申請，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家
庭現況困難者優先考量。家庭
年所得70萬元以下及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者，
可申請保障名額。 

◎助學金額度：6 千元/人/月。 

◎各單位於每月月底
前完成線上核銷
程序，俾便執行單
位辦理助學金發
放事宜。 

◎每年年底前生活
助學金管理委員
會確認各單位當
年度核發人次及
金額並參考執行
率核定下年度生
活助學金經費分
配金額。 

學生急難慰助金 助學金 600,000 

◎依本校「學生急難慰助金申請
要點」辦理。 

◎申請資格：學生或其家庭成員
發生傷病住院無力負擔醫療費
用、家庭變故、死亡及其他偶
發事件，需救助等情事時得隨
時提出申請。 

◎助學金額度：每案補助金額，
最高為 30,000 元。 

◎申請案需由導師、
系所主管、院長、
學務長等師長簽
核，並經校長核
定。 

◎每年度統計急難
慰助金申請人數
及核發金額。 

 

清寒勤學獎助學金 助學金 700,000 

◎依本校「清寒勤學獎助學金授
與辦法」辦理 

◎每年 11 月受理申請。 
◎申請資格：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元，且家庭財產總額(不含存
款)低於 300 萬元和汽車 1 台以
內者。 

◎助學金額度：20,000元/人/學年。 

◎每學年第 1 學期末
前召開獎助學金
審查委員會核定
金額及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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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性質 

(獎學金/助學金) 

目標值 

(元) 
實施內容 查核機制 

學雜費減免 助學金 (不限) 

◎依據教育部各項學雜費減免辦
法辦理。 

◎第 1 學期 6 月受理在校生申
請，8 月受理新生申請。第 2 學
期 12 月受理在校生申請。 

◎申請資格及額度：凡具軍公教
遺族、原住民籍、身心障礙學
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現役
軍人子女、低收入戶學生、特
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及中
低收入戶學生等各類身份之學
生，均可獲數額不等 (學雜費
4/10 至全免)之學雜費減免。 

◎每學期統計受惠
學生人數與受減
免金額，製作清
冊，經校內陳核
後，送主計室登
帳。 

◎每學年 1 月及 6

月，需製作該學期
「公私立大專校
院各類學生減免
學雜費補助款彙
整表」，送教育部
備查。 

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 助學金 (不限)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辦理。 

◎每學年約 10 月受理申請。 
◎助學金額度：補助金額依上揭

計畫規定家庭年所得級距分成
5 級，以公立學校標準： 

1.第一級(30 萬元以下)16,500 元。 

2.第二級(超過 30 萬~40 萬以
下)12,500 元。 

3.第三級(超過 40 萬~50 萬以
下)10,000 元。 

4.第四級(超過 50 萬~60 萬以
下)7500 元。 

5.第五級(超過 60 萬~70 萬以
下)5,000 元。 

◎助學金直接扣減當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 

◎申請個案需經教
育部「大專校院弱
勢學生資格查核
系統」審核通過。 

◎每學年統計受惠
學生與受減免金
額。並於 4 月 30

日前檢附該學年
度核銷一覽表陳
報教育部。 

卹內公費生制服、書籍、

主副食費 
助學金 (不限) 

◎依據「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
待條例」辦理。 

◎第 1 學期 6 月受理在校生申
請，8 月受理新生申請。第 2

學期 12 月受理在校生申請。 

◎助學金額度：以 109 學年度為
例，全公費生領取：書籍費
3,000 元(每年)、制服費 2,000

元(每年)、副食費 2,800 元(每
月)。半公費生領取 ：書籍費
1,500 元(每年)、制服費 1,000

元(每年)、副食費 1,400 元(每
月)。 

 
 

◎每學期一次發給。
各項發放金額製
作彙整清冊後，經
由校內行政程序
陳核通過後發放。 

◎以 109 學年度為
例。各申請案除經
校內查核資格工
作，該學期申請案
彙整後，需另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
前（第 1 學期）及
110年3月31 日前
（第 2 學期）報教
育部審核。 

研究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83,700,000 

◎研究生助學金獎助下列類別研
究生： 

1.參與教學實務之教學獎助生，
助學金發放依本校「教學獎助
生制度實施要點」辦理。 

2.協助行政工作之行政助理，係
勞動型兼任助理性質，助學金
發放依本校「研究生奬助學金
實施辦法」辦理。  

3.各系、所、學位學程依時程每
學期或每月份聘任教學獎助生
及兼任行政助理。 

◎校、院級課程申請之審查由校
院級課程教學獎助生(TA)審查
委員會掌理之，每學期審查校
院級課程 TA 經費補助。 

◎各系、所、學位學
程應訂定研究生
獎助學金審核辦
法並組織審核委
員會，審核該系、
所、學位學程研究
生獎助學金之申
請及分配事宜。 

 

清寒僑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不限) 

◎依本校「清寒僑生獎助學金辦法」

辦理。 

◎第 1 學期 9 月，第 2 學期 3 月受

◎每學期受惠學生
人數不超過僑生
總人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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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性質 

(獎學金/助學金) 

目標值 

(元) 
實施內容 查核機制 

理申請。 

◎申請資格及名額：本校僑生，

名額為僑生人數之 15%。 

◎獎助學金額度：：助學金每學

期 7,000 元；大學部獎勵金

10,000 元、研究生獎勵金 30,000

元。 

◎於第 1 學期 11 月
及第 2 學期 5 月開
僑生獎助學金審
查會審核獲獎名
單。 

師資培育助學金 助學金 640,000 

◎依據「師資培育法」第十三條

及「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

發服務辦 法」第十七條規定。 

◎每年 7-8 月受理申請。 

◎申請資格：凡本校在學學生經

遴選修讀教育學程者，且未領

有其他政府機關或本校其他助

學金者，皆可申請。 

◎助學金額度：助學金之發放每

年以十個月計(九月至翌年六

月)，每人每月可領取 4,000 元。 

◎每學年經師資培
育中心會議審查
申請名單，通過後
按月造冊送生輔
組、出納組及主計
室等相關單位審
查程序通過後核
發。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不限) 

◎依據「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

法」辦理，依身心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及分數發給獎學金或

助學金。 

◎每年 9-11 月受理申請。12 月中

旬發給獎助學金。 

◎助學金額度： 

1.身障類別為視覺障礙、聽覺障

礙、語言障礙者其學年成績 80

分以上得申請獎學金，其障等

為輕度者，可請領 30,000 元，

中度以上可請領 40,000 元；70

分以上得申請助學金，其障等

為輕度者，可請領 10,000 元，

中度以上可請領 20,000 元。 

2.身障類別為肢體障礙、腦性麻

痺者其學年成績80分以上得申

請獎學金，其障等為輕度者，

可請領 12,000 元，中度以上可

請領 22,000 元；70 分以上得申

請助學金，其障等為輕度者，

可請領 10,000 元，中度以上可

請領 2,0000 元。 

3.身障類別為多重障礙者其學年

成績 80 分以上得申請獎學金，

可請領 40,000 元；70 分以上得

申請助學金，可請領 20,000 元。 

4.身障類別為其他障礙者其學年

成績 80 分以上得申請獎學金，

其障等為輕度者，可請領 12,000

元，中度以上可請領 22,000 元；

70 分以上得申請助學金，其障

等為輕度者，可請領 10,000 元，

中度以上可請領 20,000 元。 

◎就讀碩士班或博士班，申請獎

補助者，其每學年修習學分數

應至少 12 學分，就學期間申領

次數，不得超過修業年限。 

◎每年於12月初彙整
並審核獎助學金申
請名單，並將申請
資料登錄教育部特
教通報網。 

◎依據特殊教育學
生獎補助辦法進
行審核。將審核通
過名單於校內學
務及請購系統登
錄並送出申請名
冊，並將獎助學金
申請名單報教育
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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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10 年度各支用計畫規劃說明 

單
位 

支用計畫 預算數(元) 項目 計畫執行內涵 

1 
圖 
書 
館 

圖書期刊 400 萬 

購買期刊資源(包括
紙本、電子現刊與補
刊，以及電子期刊資
料庫等) 

保障各學科國際核心期刊資源不間斷，提升研究生國際研究質量 
本校期刊資源在面臨每年的漲幅壓力及經費限制等因素，造成資源
面臨中斷訂購而逐年減少，為提昇各學科研究能力，提高本校研究
生國際期刊發表的質量，保障重要國際頂尖電子期刊學術資源不間
斷，並提供各學科領域具高價值之核心期刊服務，實為不可或缺的
基礎磐石。根據國家實驗研究院「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 」統計數據顯示，本校在 2020 年 ScienceDirect Online
（SDOL)期刊資料庫全國大學使用狀況分析，本校全文下載次數近
98 萬次，在 77 個學術採購單位中高居第 3（數據來源：CONCERT 
2020 使用統計加值服務-整體排名)，因此須維持其訂購的完整性，
協助師生線上快速取得學術期刊全文，滿足學習與研究多元需求。 
豐富圖書資源，滿足全校師生學術研究、課程與閱讀需求 
各學科之專業圖書大多以購置西文圖書為主，尤其是訂價昂貴之電
子書。近幾年來圖書館除了出版形式的改變與年度漲幅等外在因
素，更面臨圖書資源預算停滯等內在因素，因此本校圖書資源無法
以相當的數量持續成長。若能挹注穩定經費購置圖書資料，應能有
效加強新成立學科圖書館藏之不足，與滿足全校師生之學術研究、
課程、閱讀用書之需求。 

購買圖書資源 

自學空間管理系統維
護 

圖書館自學空間管理系統自 105 年起建置，改善本館自學空間使用
便利性，提供 24 小時預約使用空間，師生透過系統可即時預約館內
各式自學空間如：讀者討論室、研究小間、小團體視聽室、多媒體
創作坊、興閱坊發表練習室、興閱坊學習諮詢室等。此自學空間管
理系統為師生提供 24 小時便利服務，使用率高，於今年 7 月合約期
滿需支付維護費，於考量空間管理系統 24 小時提供服務，所需維護
次數多與提升系統服務品質、系統更新維護及諮詢服務等，是以需
進行自學空間管理系統維護，以滿足師生使用自學空間之需求。 

2 
學 
務 
處 

社 團 空
間、設備及
使用維護 

133 萬 
學生活動中心空間
改善及維護 

圓廳 3 樓 303 室學生活動空間，窗戶老舊無法緊閉，常造成漏水，
本年度全面更新，提供學生一優質活動空間。 

15 萬 社團設備更新 

本校音樂性社團如管樂社、弦樂社、國樂社、古箏社、合唱團和口
琴社等在全國音樂比賽屢獲佳績，然而可以使用的設備非常老舊。
需要適時汰舊換新，本年度添購一台新鋼琴，另外因應疫情學生大
多戶外活動，採購 2 台戶外用擴音機，免去學生租借聲光器材費用。 

200 萬 
社團場地(含設備、器
材)使用及維護 

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空間裝設隔音板，以減少學生活動時迴聲。另
各社團加裝用電控制器，以節約用電。 

3 
學 
務 
處 

大 型 學 生
活 動 經 費
補助 

133 萬 

包括新生入學、畢業
季、春蟄節、湖畔音
樂季、興大藝術季及
校慶等大型活動經費 

課外活動是學生學習活動的重要場域之一，亦是培養學生課外活動
軟實力的捷徑。近年本校致力推動「健康活力校園」、營造樂活學習
場域，本年度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大型活動都改為線上模式，全校
社團評鑑、社團博覽會及畢業季(畢業歌)活動等。此外為增進各系
學及社團人員互相交流，本年度辦理社團菁英研習營二天一夜，共
計 118 個學生參加，藉以提升學生間課外活動學習成效。 

4 
學 
務 
處 

增 加 學 生
生 活 助 學
金經費 

133 萬 生活助學金 

預計將學雜費調漲後之增收經費，其中 133 萬元用以增加生活助學 
金經費，預計將增加 221 人次受惠，並可增加學生在校內行政或學 
術單位服務學習的機會，例如：體育場、圖書館、語言中心或支援 
全校性活動(含導覽)等。 

5 
教 
務 
處 

綜 合 教 學
大 樓 教 室
維護 

133 萬 

1.教學設備維修及耗
材更新。 

2.教室環境清潔、綠化
及美化。 

3.事務機器零件耗材
更換及維修。 

課桌椅、(電子)講桌及黑板、公佈欄、窗簾、電風扇、循環扇、冷
氣機維修及清洗維修、LED 燈更換、投影布幕、麥克風、電線路
改善、中庭照明設備、安全防護監視設備、投影機(含燈泡)、學生
置物櫃租用等。 

翻轉教室、遠距教室、數位教材攝影棚、多媒體工作室等創新教
學環境建置及維護費用。 

加強環境的清潔工作及植栽維護等。 

教學設備及事務機
器更新 

電子講桌、教學電腦、投影機、電動投影布幕、無線麥克風、音效
設備、電子點名系統、遠距教室設備、冷氣機及飲水機汰換等。 

6 
體 
育 
室 

體 育 設 施
維護 

133 萬 

上課場地及體育館
教室優化硬體改善
計畫 

網球場門禁 e 化管理計畫 
降低人力管理網球場，並藉由 e 化管理瞭解網球場地使用情況，藉
由 e 化功能瞭解會員使用情況，以做為增減開放時段之依據，以提
升運動環境品質。 

體育館及運動場區
零星修繕計畫 

體育館教室優化硬體改善計畫 
舞蹈教室窗型冷氣改為分離式冷氣以提升教學品質。 

合計 1280 萬  

肆、 助學指標及支用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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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助學指標執行檢視表 

⚫ 註 1：學校 109 學年度目標值及查核機制（統計期間為 110 年 2 月至 110 年 7 月資料） 

項目 

性質 
(獎學金/助

學金) 

目標值 
(元) 

目前執行 
經費(元) 

目前受益 
學生數（人次） 

目前完成
目標值 

備註 

生活助學金 助學金 24,930,000 11,874,000 1,978 47.63%  

學生急難慰助金 助學金 600,000 314,000 32 52.33%  

清寒勤學獎助學金 
（原名稱：清寒勤學獎勵
金） 

助學金 700,000 - - -- 

清寒勤學獎助學金在上學期
辦理 

學雜費減免 助學金 (不限) 12,663,771 735 --  

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 助學金 (不限) 4,050,250 299 -- 
每學年一次，補助下學期學
雜費 

卹內公費生制服、書籍、
主副食費 

助學金 (不限) 233,666 19 --  

研究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83,700,000 51,447,883 13,515 61.46%  

清寒僑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不限) 736,243 60 --  

師資培育助學金 助學金 640,000 428,850 75 67.01%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不限) - - -- 
每學年度補助 1 次，於上學
補助。 

合計數    81,748,663 16,713    

二、110 年度各支用計畫項目經費執行情形表 

單
位 

支用計畫 預算數 
(元) 

規劃項目與經費 
說明 

項目 執行期間 經/資門 規劃數 實際執行數
(元) 

1 
圖
書
館 

圖書期刊 400 萬 

購買期刊資源(包
括紙本、電子現刊
與補刊，以及電子
期刊資料庫等) 

110/1/1~ 
110/12/31 

經常門  3,420,000 3,420,000 

支援重要學術期刊資料庫 SDOL
資料庫購置經費，即時取得
2021 年最新期刊全文，滿足全
校不同學科領域師生需求，執
行率至 6月底為止已達 100%。 

自學空間管理系統
維護 

110/1/1~ 
110/12/31 

經常門 258,500 0 

用於師生使用之自習室、討論
室、研究小間、聆賞席等自學
空間管理系統維護，使系統運
作安全，以利師生24小時使用。 
*本案已於 6月底決標，並跨年
執行維護日期為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年 7月 31日止，依合
約於 10 月底及 111 年 1 月、4
月及 7月按季核銷。 

購買圖書資源 110/1/1~ 
110/12/31 

資本門 321,500 321,500 

購置本校課程教科書及師生薦
購之西文圖書共 238 冊，有效
豐富全校師生之教學與研究資
源。執行率至 6 月底為止已達
100%。 

2 
學
務
處 

社 團 空
間、設備
及使用維
護 

133 萬 
學生活動中心空間
改善及維護 

110/1/1~ 
110/12/31 

經常門 1,330,000 
 

135,640 
 

雲平前草地廣場陰暗，加設足

夠照明設備讓學生晚上能安全

活動。 

15 萬 社團設備更新 
110/1/1~ 
110/12/31 

資本門 150,000 0 
9 月起陸續更新社團使用之相

關設備。 

200 萬 
社團場地(含設備、
器材)使用及維護 

110/1/1~ 
110/12/31 

經常門 1,000,000 64,040 雲平前草地廣場戶外舞台是學

生活動重要設施，舞台側板原

為木板容易損壞不易維護，改

裝修為鐵板。 

 

資本門 1,000,000 95,080 

項目 
金 額 

說明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校提撥獎助學金 93,498,231 元 受補助人次：18,789 人次 

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比例 22％ 學雜費以 433,646,411 計算。 

學校助學金 65,962,348 元 受補助人次：13,724 人次 

學校助學金占學校提撥獎助學金比例 70.55％ 符合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70％ 

學校 109 學年度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如下列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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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支用計畫 預算數 
(元) 

規劃項目與經費 
說明 

項目 執行期間 經/資門 規劃數 實際執行數
(元) 

3 
學
務
處 

大型學生
活動經費
補助 

133 萬 
 

包括新生入學、畢
業季、春蟄節、湖
畔音樂季、興大藝
術季及校慶等大型
活動經費 

110/1/1~ 
110/12/31 經常門 1,330,000 

 
284,195 

⚫ 畢業季舉辦「鬼屋」活動，

今年鬼屋主題「興劫」述

說校園霸凌故事， 

⚫  110 年學生社團評鑑暨觀

摩活動今年因疫情關係，

改為線上評鑑，共計 138

個系學會及社團參與。分

為七類組分別評鑑，由園

藝系學會、調酒社及籃球

研究社代表本校參加 111

年全社評。 
4 
學
務
處 

增加學生
生活助學
金經費 

133 萬 生活助學金 110/1/1~ 
110/12/31 

經常門 1,330,000 0 
增加學生生活助學金申請人

次。(已於1100908核銷133萬

元) 

5 
教
務
處 

綜合教學
大樓教室
維護 

133 萬 

1.教學設備維修及
耗材更新。 

2.教室環境清潔、綠
化及美化。 

3.事務機器零件耗
材更換及維修。 

110/1/1~ 
110/12/31 

經常門 1,130,000 188,163 

⚫ 用於電子教學設備維護
合約、加強環境清潔殺菌
消毒、維護或購置教學及
事務用品等。 

⚫ 改善綜大教室的環境，提
供給師生優良的學習空
間。 

教學設備及事務機
器更新 

110/1/1~ 
110/12/31 

資本門 200,000 30,000 

6 
體
育
室 

體育設施
維護 133 萬 

上課場地及體育館
教室優化硬體改善
計畫 

110/1/1~ 
110/12/31 

資本門  
550,000 

 
207,000 

⚫ 第一健身房門禁系統(因考

量後續維護費及運動場館

會員收費、燈控、門禁整合

系統金流系統等之完整

性，暫停該計畫，並變更為

體育館通風設備及比賽級

桌球桌、健身房設備(飛輪

訓練車)、網路交換器 

⚫ 體育館飲水機 

經常門 280,000 280,000 

⚫ 教學用壺玲 

⚫ 體育教學用排球網 

⚫ 舞蹈教室、多功能教室油漆

及鏡子 

⚫ 健身設備耗材 

⚫ 輕艇教學用救生衣及划槳 

⚫ 體育館除泥踏墊，因考量體

育館進行廁所修繕工程，造

成大量粉層，在此階段施作

較不適宜，故暫停該計畫，

並變更為室外球場排球柱

保護墊、高爾夫球球位檔

板、教學級桌球桌。 

體育館及運動場區
零星修繕計畫 

110/1/1~ 
110/12/31 

經常門 500,000 350,713 

⚫ 健身器材維修 

⚫ 燈光系統自動切換 

⚫ 鏈球籠維修 

⚫ 室外球場燈柱維修 

⚫ 健身器材維護保養與整理 

⚫ 冷氣電纜重整 

⚫ 自來水塔安裝 

⚫ 室內外場館廁所、電力及

水路修繕 

總計 1280 萬  537萬 6331元  

伍、 110 年度上半年助學計畫及支用計畫執行成果 

一、助學計畫(學務處) 

(一)執行成果說明 

1.依各減免辦法(要點)規定辦理學雜費減免，共計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

學生、原住民學生、現役軍人子女、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及軍公教遺族等六大類別，減免金額為學費之 3/10 至全

額。 

2.提供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照顧家境清寒學生，使其順利完成學業。本校執行大專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如下： 

(1)助學金：依家庭所得級距 1 到 5 級，補助金額為每學年 1 萬 6,500 元至 5,000 元，以減輕學生籌措學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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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學校安排生活服務學習，並給予每月生活助學金 6,000 元，經費約 2,400 萬元，預估每年錄取 300 名以上學生。 

(3) 提供學生急難慰助金，幫助學生及其家庭因重大變故而遭遇之經濟困難。 

3.辦理本校校內 40 多種各界捐贈獎助學金、清寒勤學獎助金、興翼獎學金、助學功德金及百種校外獎學金，提供優

秀、清寒學生獎助。另外，也為不同身分類別學生提供各項助學金，如研究生獎助學金、卹內公費生制服、書籍、

主副食費、清寒僑生獎助學金、師資培育助學金、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期能為學生提供全面完整之照顧。  

 (二)照片 
 

生輔組提供完善之助學服務 

二、支用計畫項目一：圖書期刊（圖書館） 

(一)執行成果說明 

1. 購置重要學術期刊資料庫-SDOL 資料庫，保障重要國際頂尖電子期刊學術資源不間斷，以支援校內教學研究工作。 

2. 購置本校課程教科書及師生薦購之西文圖書共 238 冊，有效豐富全校師生之教學與研究資源。 

3. 提供師生透過系統預約圖書館各式自學空間，如：讀者討論室、研究小間、小團體視聽室、多媒體創作坊、興閱

坊發表練習室、興閱坊學習諮詢室等。圖書館自學空間管理系統不僅能為圖書館空間管理提供完善服務，並為師

生提供 24 小時便利服務。 

 (二)照片 
   

續訂 SDOL 等期刊資料庫 購置之西文圖書 
自學空間管理系統提供師生 

24 小時服務 

三、支用計畫項目二：社團空間、設備及使用維護（學務處） 

(一)執行成果說明 

1. 學生活動中心 F12 會議室更新擴音設備，提供學生更優質講座及開會空間。 

2. 雲平前草地廣場戶外舞台是學生活動重要設施，舞台側板原為木板容易損壞不易維護，改裝修為鐵板，讓學生有更

好的表演舞台。另外雲平前草地廣場陰暗，加設足夠照明設備讓學生晚上能安全活動。 

 (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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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中心 F12會議室擴音系統設備

更新 

雲平樓前草地廣場舞台修繕 雲平前草地廣場照明燈裝設 

四、支用計畫項目三：大型學生活動經費補助（學務處） 

(一)執行成果說明 

1. 畢業季來臨，畢業生聯誼會每年 3 月皆會舉辦「鬼屋」活動，今年鬼屋主題「興劫」述說校園霸凌故事，活動 110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15 日於惠蓀堂南北廣為期 7 天，給畢業生一份難忘的回憶。 

2. 110 年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今年因疫情關係，改為線上評鑑，共計 138 個系學會及社團參與。分為七類組分別評

鑑，各類組特優名單為：園藝系學會、獸醫系學會、調酒社、中國醫藥研究社、興大志工隊、轉學生聯誼會、籃球研

究社，由園藝系學會、調酒社及籃球研究社代表本校參加 111 年全社評。 

 (二)照片 

 

  

 

畢聯會全校鬼屋活動 社團評鑑獲獎社團暨系學會 全校社團評鑑活動 

五、支用計畫項目四：增加學生生活助學金經費（學務處） 

(一)執行成果說明 

1. 學雜費調漲 2%後增收之經費，其中 133 萬元用以增加生活助學金，增加 221 人次受惠，提供學生在校內行政或學術

單位服務學習的機會，例如：各系所、體育場、圖書館、語言中心或支援全校性活動(含導覽)等。 

2. 109 年度增加之生活助學金經費，其中 118.8 萬分配至教學單位，由教學單位自行運用，另 14.2 萬支應在雲平樓學生

課外活動空間維護管理，以利課外組提供全校師生更多的服務。 

 (二)照片 
   

文學院-協助環境清潔 農資學院-協助印製海報 理學院-場佈會議室    

電資學院-協助張貼海報 課外組-協助影印資料 課外組-協助張貼海報 

六、支用計畫項目五：綜合教學大樓教室維護(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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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說明 

1.電子設備維護合約：與廠商簽定維護合約，以確保電子教學設備妥善，提供保固及迅速維修的完整服務，與維持教學

環境的穩定。 

2.購置教學或事務用品：更新無線鍵盤滑鼠組及增加電子講桌的 USB 延長線等提供教師上課使用。 

3.事務機器零件耗材更換及維修：維護或增設教室內、外設施、以利教學活動順利進行或維護學生安全。（如增設走廊

的感應式燈具來提昇環境亮度，維修監視器主機以維護學生安全等）  

4.因應新冠肺炎：利用假日在教室及四週環境大規模消毒；購買洗手乳及酒精提供學生及教室內外的清潔及消毒；定期

清洗冷氣機及作抗菌處理。 

5. 教室環境的整修：遠距教室牆壁防水修繕，維護遠距設備正常運作，以確保遠教學品質。 

 (二)照片 

   

五樓走道天花板水泥剝落，作修補及粉刷 更新教學投影機及防盜吊架 增加遠距教室視訊鏡頭 

  
 

熱水機更換兩種濾心 清洗保養教室的冷氣機 開學前的環境殺菌消毒 

七、支用計畫項目六：體育設施維護(體育室) 
(一)執行成果說明 

1. 體育館汰換飲水機 2 台：提供本校師生飲水之需求。 

2. 多功能教室油漆及安裝鏡子：提供體育課程及學生使用。 

3. 綜合球場新增新增 2 台球場風扇：提供學生舒適通風的上課環境。 

4. 健身房新增飛輪訓練車 8 台：提供體育課程或上課教學。 

5. 體育館汰換網路交換器：提供學生穩定的線上教學使用。 

6. 高爾夫練習場汰換球為檔板：提升體育課程教學環境。 

 (二)照片  

 

 

 

 

 

飲水機 多功能教室油漆及鏡子 球場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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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輪訓練車 網路交換器 高爾夫球位檔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