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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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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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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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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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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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以上得申請補助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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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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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經費主要支援訂閱重要期刊資料庫 SDOL 部分費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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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ScienceDirect Online
（SDOL)期刊資料庫全國大學使用狀況，本校全文下載次數近 112
萬次，在 78 個學術採購單位中高居第 3（數據來源：CONCERT 2021
年使用統計加值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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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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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活動空間各項零星修繕、消毒除菌、全面更換學生社團桌椅。 

15 萬 社團設備更新 社團活動影音紀錄器、活動用喇叭及網路交換器更新。 

200 萬 
社團場地(含設備、器
材)使用及維護 

因應疫情，全面購置社團社辧用空氣清靜機及更換學生活動中心 2
樓以上社團老舊冷氣，改裝設變頻窗型冷氣，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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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社團評鑑、社團博覽會及畢業典禮(含畢業歌)活動等。
此外為增進各系學及社團人員互相交流，辦理社團菁英研習營二天
一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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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助學指標執行檢視表 

項目 
金 額 

說明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校提撥獎助學金 91,205,548 元 受補助人次：19,26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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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學校 110 學年度目標值及查核機制（統計期間為 111 年 2 月至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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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000 1,855 39%  

學生急難慰助金 助學金 600,000 121,000 13 20.17%  

清寒勤學獎助學金 
（原名稱：清寒勤學獎勵
金） 

助學金 700,000 
280,000 14 40.00%  

學雜費減免 助學金 (不限) 13,649,233 773 --  

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 助學金 (不限) 4,154,750 302 --  

卹內公費生制服、書籍、
主副食費 

助學金 (不限) 238,458 19 -- 
 

研究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83,700,000 43,343,316 12,996 51.78%  

清寒僑生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不限) 1,078,415 55 --  

師資培育助學金 助學金 640,000 416,585 85 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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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81,757 16,112   

二、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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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111/12/31 

經常門  3,420,000 3,420,000 

支援重要學術期刊資料庫
SDOL 資料庫部分購置經費，提
供師生即時取得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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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圖書資源 111/1/1~ 
111/12/31 

資本門 580,000 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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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38 
 
 

學生活動空間各項零星修
繕、消毒除菌、全面更換學
生社團桌椅。 

15 萬 社團設備更新 
110/1/1~ 
110/12/31 

資本門 150,000 0 
9 月陸續裝設社團活動影音
紀錄器、活動用喇叭及網路
交換器更新。已全數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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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107,960 ⚫ 小禮堂表演者休息室暨貴
賓室氣密窗更換，提供學
生更優質表演活動空間。 

⚫ 增設戶外監視器，提供學
生安全的活動空間。 

⚫ 活動中心頂樓防漏維修，
及各社團零星維修，提供
學生完善的活動空間。 

資本門 1,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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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000 769,215 

⚫ 111 年學生社團評鑑暨服
務學習成果發表展活動今
年共計 125 個系學會及社
團參與。分為七類組評
鑑，本校預計推派園藝學
系系學會、自然生態保育
社及影音創作社參加 112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鑑暨觀摩活動。 

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比例 20% 學雜費以 456,896,153 計算。 

學校助學金 62,431,179 元 受補助人次：14,135 人次 

學校助學金占學校提撥獎助學金比例 68% 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近 70％ 

學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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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活
動，為兩年疫情停辦後再
次辦理，因應今年疫情變
化，採實體與線上直播同

步舉行，  

⚫ 畢業典禮另規劃保留戶外
舞台及拍照區，提供畢業
生及家長在符合防疫政策
下合影留念，營造畢業氛
圍。 

⚫ 為強化畢業季宣傳成效，
線上畢業典禮同步於
Youtube 及典禮官網進行
直播，提供畢業生及家長
觀 禮 (Youtube 觀 看 計
3,828 人次)。 

4 
學
務
處 

增加學生
生活助學
金經費 

133 萬 生活助學金 111/1/1~ 
111/12/31 

經常門 1,330,000 1,330,000 
增加學生生活助學金申請人

次。(已於1110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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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111/12/31 

經常門 1,130,000 276,571 
⚫ 用於電子教學設備維護合
約 

⚫ 69 台冷氣機清洗及除菌  

⚫ 新裝 1~5 樓女廁外走廊監
視器系統 

⚫ 更新教室不透光捲簾 

⚫ 修理 HDMI 網線型矩陣 

⚫ 維護或購置教學及事務用
品 

⚫ 因為要購買教學設備，所
以由經常門流 10 萬元至
資本門。 

教學設備及事務機
器更新 

111/1/1~ 
111/12/31 

資本門 200,000 7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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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111/12/31 

資本門  
400,000 0 

⚫ 汰換健身房橢圓機 2 台 

⚫ 汰換健身房跑步機 1 台 

⚫ 汰換教室無線麥克風組 1

組 

⚫ 汰換教室冷氣 1 台 

⚫ 健身房監視器建置 1 式 

經常門 430,000 0 
⚫ 體育館第二健身房窗戶汰
換 

體育館及運動場區
零星修繕計畫 

111/1/1~ 
111/12/31 

經常門 500,000 363,569 

⚫ 室外籃板線繪製 

⚫ 健身房設備修繕 

⚫ 飲水機修繕 

⚫ 空調設備調整 

⚫ 第一健身房後門修繕 

⚫ 網球場門禁修繕 

⚫ 桌球桌及發球機修繕 

⚫ 燈控、門禁系統修繕 

⚫ 單槓場修繕 

⚫ 淋浴間鍋爐修繕 

⚫ 室內外場管漏水、電力及
土木修繕 

總計 1280 萬  705 萬 4713 元  

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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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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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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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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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經費約 2,600 萬元，預估每年錄取 400 名以上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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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間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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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照片 
  

續訂 SDOL 期刊資料庫 購置之西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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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堂表演者休息室暨貴賓室氣密窗更換，提供學生更優質表演活動空間。 

2. 增設戶外監視器，且因應疫情加強各空間消毒除菌，提供學生安全的活動空間。 

3. 活動中心頂樓防漏維修，及各社團零星維修，提供學生完善的活動空間。 

 (二)照片 
   

小禮堂更換氣閉窗 戶外監視器 小禮堂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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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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典禮 

(1)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活動，為兩年疫情停辦後再次辦理，因應今年疫情變化，採實體與線上直播同步舉行，設置

防疫消毒門、體溫量測及手部消毒防疫等措施，雖縮小實體規模由博士班畢業生、碩學士班領證代表及優秀畢業

生等代表入場，現場仍邀請貴賓、院長及一級行政主管參加，全場典禮正式隆重。 

(2) 典禮前製作活動主視覺、畢業歌 MV、邀請函及畢業活動等宣傳物品，另規劃保留戶外舞台及拍照區，提供畢業

生及家長在符合防疫政策下合影留念，營造畢業氛圍。 

(3) 為強化畢業季宣傳成效，線上畢業典禮同步於 Youtube 及典禮官網進行直播，提供畢業生及家長觀禮(Youtube 觀

看計 3,828 人次)。 

2. 111 年學生社團評鑑暨服務學習成果發表展活動今年共計 125 個系學會及社團參與。分為七類組分別評鑑，各類組特

優名單為園藝學系系學會、獸醫學系系學會、調酒社、自然生態保育社、蝴蝶蘭儀禮大使團、影音創作社及溜冰社。

本校預計推派園藝學系系學會、自然生態保育社及影音創作社參加 112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二)照片 

 

  

社團評鑑獲獎社團暨系學會 畢業典禮-室外布置 畢業典禮-室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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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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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學設備借用及歸還 農資學院-協助辦公室環境整理 管理學院-會議室場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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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學院-協助網頁資訊更新 課外組-協助張貼活動海報 獸醫學院-協助張貼系所訊息資料 

 

六、支用計畫項目五：綜合教學大樓教室維護(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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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教師高腳椅、修理 HDMI 網線型矩陣及加裝視訊鏡頭等提供教師上課使用；更新發霉的窗

簾，以維護學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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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裝 1~5

樓女廁外走廊監視器系統及熱水機更換二種濾心，以維護學生健康及安全；教室加裝循環扇，加強通風，改善環境，

提昇教學效果等）  

4.因應新冠肺炎：利用假日在教室及四週環境大規模消毒；購買洗手乳提供學生清潔及消毒；定期清洗教室冷氣機及作

抗菌處理。 

 (二)照片 

   
修理翻轉教室矩陣 教室增加公佈欄 翻轉教室加裝視訊鏡頭 

   
翻轉教室加裝循環扇 1~5 樓女廁外面加裝監視器 清洗保養教室的冷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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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房汰換橢圓機 2 台：提供體育課程及學生使用 

2. 健身房汰換跑步機 1 台：提供體育課程及學生使用。 

3. 健身房新設監視器：提供學生安全的上課環境。 

4. 視聽教室汰換冷氣設備：提供體育課程舒適上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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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視聽教室汰換無線麥克風設備：提供體育課程使用。 

6. 第二健身房窗戶更新：提升體育課程舒適教學環境。 

 (二)照片  

 

 

 

 

 

橢圓機 跑步機 健身房監視設備 
 

 

 

 

 

 

視聽教室冷氣機 視聽教室無線麥克風組 第二健身房窗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