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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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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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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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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二、領

航 教 學 創

新，厚植師

生實力型塑

校特色 

專 業

勝 任

教 學

模式，

厚 植

基 礎

能力 

1.健全課程設計與檢討

機制，養成學生職場

軟實力及就業競爭

力。 

2.連結系所核心能力、

課程規劃設計及畢業

學生的職涯發展。 

3.培育數位時代程式語

言能力。 

4.落實選課輔導、課程

分流制度，以UCAN

結果進行檢視，以精

進學生學涯發展。 

5.關懷預警學生提供課

業輔導資源，改善學

生課業學習之成效。 

6.活化語言課程設計。 

P42 

｜ 

P43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定期檢視各系所基本素

養、核心能力，以落實

課程設計、規劃與課程

檢討機制。 

1.全校各學系所每學期皆定期召

開課程會議檢討。 

無 

2.持續依據各系所之發展

規劃及專業特性，定期

檢討全校系所課程地

圖，以落實學生畢業能

力之養成。 

2.全校各學系所皆能依據系所之

發展規劃及專業特性，定期於

課程會議中檢討全校系所課程

地圖。 

無 

3.開設程式語言相關課

程，舉辦資訊競賽活動，

以培育學生具備科技語

言之能力。 

3.1.108年開設至少34門程式語

言相關課程。 

3.2.108年舉辦2場以上資訊競賽

活動，培育學生具備科技語

言之能力。 

無 

4.運用校務資料庫分析學

生學習成效，以檢討修

正教學制度及課程。 

4.已分析UCAN之共通職能及教

學回饋資料，置於校務研究雲

端視覺化互動查詢平台，提供

各學系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並

將分析結果回饋各學院做為課

程規劃之參考。 

無 

5.落實學習成效不佳學生

預警、輔導、追蹤機制，

輔導學生循序完成學

習。 

5.落實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預警

及課業輔導，以完備學生補救

教學與追蹤。 

無 

【量化】 【量化】  

1.課綱上網率達100%。 1.課綱上網率達100%。(達成率

100%) 

無 

2.全校25%學生修讀程式

語言課程，滿意度達

80%以上。 

2.全校40%學生修讀程式語言課

程(達成率160%)，學生填答課

程問卷滿意度達88%(達成率

110%)。 

無 

3.預警學生接受導師關懷

輔導比率為100%，課業

輔導之學習成效改善率

達85%以上。 

3.107學年度第2學期100%預警

學生接受導師關懷輔導(達成

率100%)，課業輔導之學習成

效改善率82%(達成率96%)；

107學年度第2學期課業輔

導成效改善率82%，未達

預期值主要為學生傾向以

同儕學習進行課輔，故參

與課輔班人數下降；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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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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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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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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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1學期100%預警

學生接受導師關懷輔導(達成

率100%)，課業輔導之學習成

效改善率85%(達成率100%)。 

儕課輔不易確認實際課輔

內容。改善解決方法： 

(1)加強同儕課輔監督機

制。 

(2)鼓勵教師至北港課輔，

期能採單科多班別方式

開設課輔班，以符合不

同系別學生需求。 

(3)以遠距方式進行課輔

班教學。 

      目標二、領

航 教 學 創

新，厚植師

生實力，型

塑校特色 

培 育

多 元

特 色

教 育

師資，

提 升

創 新

教 學

教 學

方法 

1. 運用數位教學，以激

勵學生主動學習。 

2. 建構全校性「勝任能

力導向」與學生「自主

學習」之創新學習模

式。 

3. 鼓勵建構臨床混成模

式之教學，以提昇學

生臨床與理論結合之

能力。 

4. 增加課程數位化和多

媒體化設計，可提升

學生之學習成效。 

5. 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促進教學及學習模式

具彈性且多樣化。 

6. 建置數位資訊資源檢

索平台，提升資源取

得之方便性及可及

性，以完善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的環境。 

7. 建置全校數位E化教

學環境及校務發展大

數據資料庫，並能及

時分析與修正教學及

學習成效。 

8.制定彈性學制，以增

P43 

｜ 

P45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多樣化的教學，以提升

學生就業及就學的競爭

力與學習廣度。 

1.本校已開設創新創意、PBL、

TBL、獨立研究課程、跨域(校)

學程並推動彈性學制，增加學

生學習廣度及就業實力。 

無 

2.藉由具教學設計的專業

人員輔助教師授課，促

進教師之創新教學模

式，以提升學生之學習

成效。 

2.1.導入跨領域的專業教學設計

師、資訊工程師，建構智慧化

評估系統與教學服務平台，

輔導教師發展多元創新教學

課程。 

2.2.教學服務平台提供教材製

作、課程經營及科技應用3大

教學設計服務，以專業團隊

為陪伴式師培。共產出185份

數位教材影片，輔導47名教

師教材製作與課程經營，並

提供課前影片的線上管理、

數位教材製作、課後的學習

成效彙整與分析。 

無 

3.發展雙系統智慧化評估

APP系統，建置後端管

理者平台，提供臨床教

師彙整學生於該科部臨

床表現之結果，以有效

評估學生臨床學習之成

效。 

3.智慧化雙系統評估APP之應

用，讓師生間可立即性與便利

性的完整檢視評估與教學的歷

程記錄，為有效整合分析臨床

表現的機制。如在評估第一階

段加入病例複雜度及學生整體

表現的信賴評估授權後，第二

階段在七面向內容可作為學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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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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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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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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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學生自主性與適性

之學習，及培育專業

及跨領域整合人才。 

整體信賴評估的解釋原因，藉

由病例複雜度與信賴授權結

合，更有效讓學生臨床學習的

成效反應在臨床工作的授權。

第三階段在質性回饋中教師能

運用APP系統中的語音輸入功

能，以口語化內容，針對學生

臨床照護內容具體敘述，平均

字數回饋約150字數，有效回饋

比率約70%。 

4.配合創新教學，分析教

師的教學評量結果及學

生的學習成效，透過評

值及回饋機制，提供教

師自我檢視與持續精進

教學創新的品質與成

效。 

4.本校透過評值及回饋機制，提

供教師自我檢視與持續精進教

學創新的品質與成效。108年創

新教學課程共有45門，教學評

量平均4.4分(滿分5分)，高於全

校平均4.38分，顯示學生對於

創新課程的教學滿意度極高。 

無 

5.強化數位學習內容與平

台的結合，提供學生更

完善的學習，以提高數

位學習的附加價值。 

5.教師充分運用Moodle數位學習

系統、CMU SPOCs 線上教學

平台，將教材放置平台與學生

即時互動，提供學生完善的數

位學習 

無 

6.推廣多元化教學教材，

建置E化教學設備，以

完善教學之學習環境

(如：定期舉辦數位教材

製作課程，教學設計師

運用「主動學習教室」

協助教師進行翻轉課堂

教學，及深化PBL教學，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 

6.本校透過以下機制推廣多元化

教學： 

(1)定期舉辦數位教材製作課程。 

(2)教學設計師運用「主動學習教

室」協助教師進行翻轉課堂教

學 

(3)深化並生活化PBL，使學習自

主。 

無 

7.投入107年的培訓經驗

學習，優化108年培訓三

創的實務課程。包含生

技醫藥的商業模式、智

7.1.舉辦 27 場三創課程，共計

921 人次參與。課程主題包

含專利簡介及布局、商業模

式剖析、行銷創意課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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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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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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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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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佈局訣竅、研發專案

管理、創意思考等課程，

導入1+1專業顧問授課

及1對1輔導的模式，完

全實務的傳承，並持續

鏈結三創苗圃與創客空

間的競賽，以孕育全校

師生之生技健康醫藥產

業的創業團隊與人才。 

7.2.與各團隊一對一顧問及輔導

共計 58 次，完成實務經驗的

傳承並接軌創業流程，加速

生醫產業加值效率，並整合

產學處內外資源，提升校內

產學合作意願。 

8.培育教學助理，精進教

學輔導能力。 

8.1.辦理教學助理培訓營，培育

4C關鍵能力，並由Moodle數

位學習平台追蹤管理TA與學

生學習狀況。 

8.2.107學年度第2學期實施TA滿

意度調查達96.92%、評量表

平均分數達93.08分，另以4C

概念設計TA自評表，以5分量

表評估其教學能力之成長，

思辨力4.44、溝通力4.40、創

新力4.42、協作力4.25，各面

向皆達4以上之平均數。 

無 

【量化】 【量化】  

1.醫學系將勝任能力導向

教育理念與智慧化評估

系統，持續推動至另外

2個臨床學科。 

1.在智慧化評估系統優化包含

(1)新增不同角色切換權限的

機制，擴大住院醫師、PGY有

自身學習與指導醫學生的權

限，(2)質性回饋階段優化語音

輸入功能，讓臨床評估與回饋

更即時且便利。108年持續推廣

勝任能力導向的教育理念至2

個科部(腎臟內科、風濕免疫

科)，共培育43名臨床教師，實

際應用於臨床教學共96次評估

次數。(達成率100%) 

無 

2.增進學習能力之線上單

元教學、TBL、移地訓練

2.開設線上單元教學、TBL、移地

訓練彈性活用課程，共65門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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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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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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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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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彈性活用課程方案，

共50門以上。 

上。(達成率130%) 

3.擇優補助教師線上教材

製作8名。 

3.擇優補助教師線上教材製作10

名。(達成率125%) 

無 

4.鼓勵教師完成申請教學

實踐研究方案30案 

4.完成申請教學實踐研究方案共

33案。(達成率110%) 

無 

5.辦理教師教學知能培訓

場次達12次。 

5.舉辦15場次教學知能研習課

程。(達成率125%) 

無 

6.開設線上數位課程數8

門，課程參與總人數達

500人以上，課程滿意度

達80%以上。 

6.共開設線上數位課程數16門

(達成率200%)，課程參加人數

達654人(達成率131%)，實施滿

意度調查課程2門，滿意度平均

89.9%(達成率112%) 

無 

7.多元微學分課程數維持

36門以上，學生選課人

數達500人，課程滿意度

達80%以上。 

7.開設多元微學分課程數36門，

學生選課人數達500人，課程滿

意度達 80%以上。 (達成率

100%) 

無 

8.培訓教學助理共250位。 8.培訓教學助理共318位。(達成

率127%) 

無 

9.約有250名學生至海外

研實習或長期交換，其

中亞洲地區預計約有

105位。 

9.本校108年共269名學生至海外

研實習或長期交換 (達成率

108%)，其中亞洲地區共108人

(達成率103%) 

無 

教學 目標二、領

航 教 學 創

新，厚植師

生實力，型

塑校特色 

強 化

課 程

模組，

以 達

學 生

跨 域

適 性

學習 

1.徵聘專家學者，整合

師資共同開設全英課

程。 

2.增設跨領域學分學

程，提升學生之適性

學習。 

3.鼓勵逕讀博士學位，

縮短修業年，以培育

優秀預研生。 

4.持續培育優秀醫師科

學家。 

5.開設AI大數據資料解

讀運用課程。 

P45 

｜ 

P47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國際化師資擴增，提升

全英課程教學品質 

1.本校108年度以玉山學者計畫

聘請2位國外專家學者。 

無 

2.強化指導教授之執行研

究計畫及論文發表能

力。 

2.1.提供各項校內研究計畫經費

補助、科技部計畫相對補助

款補助及論文獎勵金，以支

持教師研發能量發展。 

2.2.訂定提昇教師研究補助辦法

與研究績優教授輔導新進教

師方案，由研究績優教授提

供軟硬體資源，以「母雞帶小

雞」的形式協助現有師資提

高學術動能，提升教師申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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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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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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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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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開設精準醫療學程。 科技部計畫之件數與通過

率。 

3.促進學位學程與產業鏈

結，共同培育碩博士級

研發人才，以提升學生

務實致用之研發能力與

協助產業研究發展。 

3.與企業或法人共同開設5個產

業博士學位學程，促進學用合

一。 

無 

4.積極推動逕讀博士學

位，鼓勵本校優秀大學

部應屆畢業生及碩一

學生逕讀本校博士班，

以培育優質學生逕讀

產博。 

4.以學生正向學習態度為口試甄

選要項，鼓勵優秀學生一貫修

讀學碩博士學位，縮短修業年

限。 

無 

5.促進AI人工智慧等教學

合作及師長交流，舉辦

相關研習會議與演講

活動。 

5.延攬AI相關專業師資，並成立

人工智慧醫療學分學程，組成

AI及大數據教師社群，共舉辦

12場會議與研習活動。 

無 

【量化】 【量化】  

1.開設全英語課程220門。 1.完成開設全英課程220門。(達

成率100%) 

無 

2.持續辦理22門學分學

程，與亞洲大學共同辦

理6個「跨校跨領域學

程」，取得學分學程證

書人數達140人。 

2.本學年度共有22個學分學程，

持續與亞洲大學共同辦理6個

跨校跨域學分學程，取得學分

學程證書人數共162人。(達成

率116%) 

無 

3.預計申請輔系、雙主修

達90位學生。 

3.申請修讀通過人數，輔系15名、

雙主修85名，共100名。(達成

率111%) 

無 

4.符合指導研究生資格之

指導教授計363人。 

4.符合指導研究生資格之指導教

授計367人，較107年度成長9

名。(達成率101%) 

無 

5.預研生之培育人數累計

達50名。 

5.至108學年度止培育人數達50

名，較107學年度成長5名。(達

成率100%) 

無 

6.醫師科學家之培育人數

每年成長2名。 

6.108學年度招收共計9名醫師科

學家，包含4名由醫學系大一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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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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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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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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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之新生(MD/PhD3.0)。(達成

率450%) 

7.產學合作培育之人才數

累計47名。 

7.至108學年度止培育人數達47

名。(達成率100%) 

無 

8.開設AI大數據相關課程

20門以上。 

8.完成開設AI大數據相關課程20

門以上。(達成率100%) 

無 

9.預期開設AI醫療學分學

程相關課程數成長1門。 

9.新增神經計算特論、人工智慧

基礎理論、計算機概論3門課程

及人工智慧專題討論 (一 )及

(二 )2門專題討論。 (達成率

500%) 

無 

10.AI醫療學分學程及精

準醫學學分學程課程滿

意度達80%以上。 

10.AI醫療學分學程課程滿意度

達89.2%、精準醫學學分學程

課程滿意度達87.6%。(達成率

100%) 

無 

教學 目標二、領

航 教 學 創

新，厚植師

生實力型塑

校特色 

學 院

特 色

課 程

規 劃

與 設

計 

1.推廣醫學生臨床混成

式學習，結合臨床實

習照護，達到深耕特

色教學與領航醫學教

育。 

2.建構數位牙醫 (e)學

苑，以虛擬化教學方

式達到學生端之主動

與精進學習。 

3.建立新世代中醫教育

模式革新課程架構，

以培育融貫中西醫多

元實境教學。 

4.應用人工智慧輔助系

統，構建學生輔助學

習平臺。 

5.整合跨領域師資及校

院資源，結合照護、與

智慧資訊科技，跨域

聯手提升高齡產業。 

6.創新教學培養學生理

P47 

｜ 

P52 

【質化】 【質化】  1,200 423 754 1,177 12.45% 

1.持續以學院課程為核心

與研究中心進行橫向串

聯，架構科學研究之交

流平台。強化科研策略，

深化原創性研究主題並

培養特色研究團隊。 

1.與研究中心進行橫向串聯，架

構科學研究之交流平台，建立

「中醫暨針灸研究」及「中草

藥研究」兩個研究群組： 

中醫暨針灸研究方面，以分子

層次來探討針灸與穴位及經絡

的相關性，並以針灸神經科學

為重點研究方向，由臨床角度

切入並配合機轉研究來探討穴

位微環境與經絡信息的傳導、

化療後神經病變等重要社會醫

療議題。 

中草藥研究方面,建立中藥及草

藥醫學的嚴謹臨床試驗證據及

分子作用機轉。利用代謝質體

學來監測中草藥的療效,為個人

化醫療奠定基礎。從古方或特

別的植物萃取物找尋用於治療

代謝.免疫.癌症等難治疾病的

「單味藥」與「中藥複方」。 

無 



 

-11- 

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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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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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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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專業、與實務結合

之能力。 

7.建置生醫產學聯盟，

促進食藥安全體系。 

8.結合人文藝術中心展

場，促進水湳地區再

現風華。 

9.實踐北港書院教育，

提供全人教育，來培

育學生人文關懷核心

能力。 

2.翻轉傳統教育之知識傳

授方式，進行課程數位

化和多媒體化設計，提

升學生學習效率。 

2.1.醫學院108年發展2門基礎學

科(生命醫學倫理學科、生理

學A-3)，5個課程主題之數位

教材影片。針對臨床混成式

課程持續進行每年度課程修

訂與發展，協助科部對訓練

計畫共識建立與訓練內容修

訂撰寫，並依訓練計畫目標

發展相對課程內容另發展出

「手機拍攝教材影片攻心

術」「色彩法則增加簡報吸引

力」師資培育課程，共開設4

場次，課程總滿意度達九成。 

2.2.中醫學院建置針灸學等4門

中醫藥數位課程。 

2.3.公衛學院開設小組專題導向

研究課程，深化學生5C能力。 

2.4.牙醫學院重新修訂和發展1

個臨床科部混成式課程，目

前課程規劃有31個課程主

題，已進入發展的製作階段。 

2.5.藥學院之中藥方劑學等6個

課程之教師透過適當軟體(包

括moodle)等進行翻轉教育，

增加師生互動並提升學習效

率。 

2.6.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發展

1門線上學習的數位課程，共

8個課程主題，22份數位教材

影片。 

無 

3.落實牙醫專業分科，以

訓練學生表達能力和溝

通技巧，培育專業精神、

獨立思考以及終身學習

的核心能力。 

3.牙醫學系以「牙科整體治療」

及「牙科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

測 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標準設計

相關課程，藉由真實的醫療案

例引導學生如何呈現臨床技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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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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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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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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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 (shows how)以及在真正

照顧病人時『實際行為』(does)』

的精神，落實OSCE評量標準。 

4.培養學生實驗與藥品分

析技能，以提升與產業

結合之執業能力。 

4.由實驗與獨立研究課程讓學生

實際操作儀器，以培養研究能

力及提升與產業接軌的執業能

力 

無 

5.建立學院特色和新課程

教學體制。 

5.1.公衛學院以院為核心教學單

位，建立大一不分系，並鼓勵

多元學習。目前二屆學生修

習輔系雙主修人數高達42

人。 

5.2.牙醫學院以「了解文化、融入

文化、改變習慣，進而創造新

文化」的邏輯，從民眾與學生

端同時教育。並應用VR/AR

技術，填補教學上所遭遇的

困難，以虛擬化教學的方式，

讓學生了解治療技術，並實

際模擬治療狀況，提升技術

操作的可近性及學習成效。

以「牙科整體治療」及「牙科

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標準設計相關

課程，使學生具備牙醫專業

核心能力，培育其專業精神、

獨立思考以及終身學習的能

力。 

5.3.藥學院將病態生理學、生物

統計學及社區藥學調整至二

年級，以利有意進入六年制

臨床藥學學制之學生具備足

夠的基礎，能參與整合式的

藥物治療學 /臨床藥學課程

(系統導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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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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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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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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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健康照護學院強化學生實習

時的臨床技能、職場實務之

溝通協調、專業器具操作與

指導能力。 

6.制定彈性學制，提供多

元學習管道；推動跨領

域學分學程與微學分學

程，以增加學習廣度；

同時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與外語能力，以培養畢

業學生之競合力。 

6.增開微學分通識課程，並藉由

「中臺灣大學系統」與「中亞

聯合大學系統」，強化跨校課

程，擴大跨校選課規模與彈性。 

無 

【量化】 【量化】  

1.醫學院： 

(1)新增醫學專業教案數2

門。 

(2)實驗課程所需之儀器

設備及耗材，提供全校

師 2,150-2,650人次之

使用量。 

(3)放射診斷技術學之實

驗課程儀器設備及耗

材，修課人數約為55

人，每學期使用8-9次

實驗，一學期使用約

440人次。 

(4)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

系購買學士班「臨床鏡

檢學實驗」等6門實驗

課程及碩士班學生進

行「碩士論文」之儀器

設備及耗材，預計480

人次師生使用。 

1.醫學院： 

(1)新增醫學專業教案數2門。(達

成率100%) 

(2)實驗課程所需之儀器設備及

耗材，提供全校師生約2,650

人次之使用量。(達成率100%) 

(3)放射診斷技術學之實驗課程

儀器設備及耗材，修課人數約

為55人，每學期使用8-9次實

驗，一學期使用約440人次。

(達成率100%) 

(4)醫技系購買學士班「臨床鏡檢

學實驗」等6門實驗課程及碩

士班學生進行「碩士論文」之

儀器設備及耗材，共計550人

次師生使用。(達成率125%) 

無 

2.中醫學院： 

(1)建立一診斷數據資料

庫。 

(2)持續追蹤修訂中醫學

2.中醫學院： 

(1)結合百萬人精準醫療資料庫，

收集整理分析中醫問診、聞

診、舌診、脈診大數據。(達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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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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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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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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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能力指標。 率100%) 

(2)修訂中醫學院教育目標、教學

特色及核心能力。 (達成率

100%) 

3.牙醫學院： 

(1)發展VR/AR輔助教學

教材數1門。 

(2)購置實驗耗材及實驗

課程所需之儀器設備，

提供師生約250人次使

用。 

3.牙醫學院： 

(1)發展VR/AR輔助教學教材數1

門。(達成率100%) 

(2)已購置實驗耗材及實驗課程

所需之儀器設備，提供系上學

生共計250人使用。(達成率

100%) 

無 

4.藥學院： 

(1)預計整合藥物化學實

驗及中藥方劑學實驗。 

(2)中藥炮製學實驗、藥學

體驗學習及藥理學修

課使用人數約600-700

人。 

(3)實驗儀器設備提供全

校師生 1,410-1,650人

次使用。 

(4)藥劑學實驗課程儀器

設備一學期約1,434人

次使用。 

4.藥學院： 

(1)整合課程及實作教材數累計4

門。(達成率200%) 

(2)中藥炮製學實驗、藥學體驗學

習及藥理學修課使用人數約

600~700人。(達成率100%) 

(3)實驗儀器設備提供全校師生

1,800 人次使用。 ( 達成率

109%) 

(4)藥劑學實驗課程儀器設備一

學期約1,440人次使用。(達成

率100%) 

無 

5.健康照護學院： 

(1)各科護理教學設備，可

提供護理系學士班及

雙主修同學共50-70人

/班使用。 

(2)運動醫學系擬所購置

之儀器設備及耗材，可

提供系上學生約200人

使用。 

(3)因呼吸系停招 ,108年

度學生降至8人 ,呼吸

器設備每週使用4小

5.健康照護學院： 

(1)各科教學設備供學生練習臨

床技術，護理系約150名學生

使用。(達成率214%) 

(2)運動醫學系用於運動心理學、

表面解剖學、運動生理學實

驗、健康體適能實習實務教學

與實習之設備，提供約200學

生人使用。(達成率100%) 

(3)目前108年度二年制呼吸治療

學系學生(僅7人)，均在醫院

實習，故無使用校內呼吸器設

(3)二年制呼吸治療學

系已於106學年度停

招，108年度學生只

剩7位，均已到各醫

院實習。呼吸器設備

未來擬轉至護理學

系，繼續供師生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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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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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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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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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使用次數約30人次 

(4)108年度口衛系因停招

已無學生，器材設備將

轉至牙醫系。預計牙醫

系大學部與碩班生使

用率共超過30人次。 

備。 

(4)口衛系器材設備轉至牙醫系

提供超過30人次學生操作使

用。(達成率100%) 

6.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

院： 

(1)持續課程更新，新規劃

特色課程數2門。 

(2)預計舉辦10小時以上

產業連結系列講座以

及10小時實作，將有

100人次師生參與。 

(3)持續訓練食品相關領

域專業80人次/年。 

(4)食品相關儀器可提供

校內教師研究需求10

件/年。 

(5)食品分析實驗、食品加

工使用實驗、食品微

生物學實驗、師生執

行研究工作等用途，

估計每年使用可達

300人次以上。 

(6)增購儀器設備實際使

用的教師至少5位，且

用於至少12門課程，超

過120位學士級與碩博

士學生。 

6.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 

(1)已新規劃特色課程數2門：生

物科技新知、生技就業培訓專

案。(達成率100%) 

(2)舉辦超過10小時以上產業連

結系列講座以及10小時實作，

超過100人次師生參與。(達成

率100%) 

(3)訓練食品相關領域專業81人

次/年。(達成率101%)。 

(4)本年度食品相關儀器可提供

教師研究需求約20件/年。(達

成率100%) 

(5)使用食品相關於教學與研究

工作用途，達到每年320人次。

(達成率107%) 

(6)藥妝系購置均質乳化機等，用

於調製學實驗等5門課程，師

生共約50位使用；營養系購置

儀器應用於食品分析等7堂課

程，共約99位師生使用。(達成

率124%) 

無 

7.公共衛生學院： 

(1)預計開設課程包括「生

物統計學實習(一)」、

「生物統計學實習

(二)」、「管理資訊系

統」等課程。 

7.公共衛生學院： 

(1)開設「生物統計學實習(一)」、

「生物統計學實習(二)」、「管

理資訊系統」、「生物統計學」、

「資料探勘概論」、「大數據

分析基本結構與原理」、「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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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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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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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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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增購作業環境分析相

關儀器設備，預計一年

至少可提供學生100人

次使用、系所老師30人

次使用。 

(3)購置精進實驗課程教

具，大學部提報修習專

題討論比率目標30%。 

(4)增購教學及研究用軟

硬體設備，達100人次

使用。 

醫資料探勘與實作」等7門大

數據公衛專業課程。(達成率

233%) 

(2)增購實驗課程儀器包括振動

計、環境靜電壓測試器等作業

環境測定儀器，以及氣相層析

儀，計有138人次操作。(達成

率106%) 

(3)108學期大學部專題討論修課

14人(全班33人)，修課比率

42.4%。(達成率141%) 

(4)購置大數據伺服器、統計分析

軟體、資料庫管理、智慧型觸

控顯示器及行動投影機，共計

超過100人次使用。(達成率

100%) 

8.人文與科技學院： 

(1)全校大學部修讀程式

語言課程人數達全校

40%。 

(2)開設2門程式設計之微

學分課程。 

8.人文與科技學院： 

(1)108學年全校修讀程式語言課

程人數達40%。(達成率100%) 

(2)108學年開設至少5門程式設

計微學分課程。(達成率250%) 

無 

9.北港學生參與書院式學

習活動人數達200人次。 

9.參與博雅講座270人次。(達成

率135%) 

無 

教學 

國際化 

目標三、促

進多元發展

培育高階人

才 

培 養

優 良

師資，

提 升

教 師

教 學

品質 

1.延聘各領域優秀教

師，用「量變帶動質

變」引進新血，以提

升本校整體教學品質

及研究動能，改變校

園文化。 

2.專任教師薪資落實彈

薪獎勵機制。 

3.落實教師分流升等辦

法，以建立教師專業

分工，適才適性發展

其專業職能，使本校

P53 

｜ 

P54 

【質化】 【質化】  1,846 1,850 0 1,850 

 

19.56% 

1.推動教師適性分流多元

升等，以使教師能有適

才、適性之發展。 

1.108年度5位教師選擇分流升等

並重型，1位選擇分流升等教學

型，1位選擇分流升等研究型。 

無 

2.滾動修正教師評估及教

師升等法規。 

2.108年度修正本校｢教師評估辦

法｣、｢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

法｣、｢教師聘任及升等研究部

分最低標準｣、｢教師分流升等

實施辦法｣。 

無 

3.遴選傑出教授，建立優

良教學典範。 

3.依據「傑出教授遴選與獎勵辦

法」選出之傑出教授獲頒15萬

元獎金，於校務會議及校內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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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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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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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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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服務均

衡發展。 

4.為激勵教師，並縮小

公私立大專校院間的

教學資源落差，調升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

費。 

5.建構優秀指導教授資

料庫、推動共同指

導，以增進研究之廣

度與深度。 

6.落實教師專業成長與

輔導，針對新進、傑

出、教材等鼓勵專任

教師。 

刊物表揚事蹟，並分享經歷。 

4.鼓勵教師自發性組成教

師專業社群，提供教師

互相觀摩成長與跨域學

習，以提升教師之教學

品質。 

4.因應教育趨勢新成立大數據教

師社群、AI專業教師社群、臨

床推理與批判性思考教師社

群，鼓勵教師社群傳承及跨域

合作。 

無 

5.實施Mentorship機制，聘

請資深教師擔任助理教

授 級 新 進 教 師 之

Mentor，提供全面性的

諮詢服務。 

5.安排資深Mentor進行教學諮詢

與教職生涯經驗分享，以達典

範轉移之效。 

無 

6.針對助理教授級新進教

師安排隨堂錄影教學實

錄，並由Mentor觀看影

片後進行教學諮詢，藉

以提升其教學技巧。 

6.針對助理教授級新進教師安排

2次隨堂錄影，由資深Mentor給

予指導建議，即時改善教學策

略，輔以教學知能研習課程及

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持續改善

課程品質。 

無 

7.檢視教師教學品質及學

生意見滿意度，滾動性

促進教學品質。 

7.本校「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品質

提升委員會」已修改法規機制，

未來連續2學期需接受輔導之

教師，應提出「改善教學品質

計畫書」書面報告，另須參加

教師發展中心舉辦之教學研習

活動每學期至少2次，至教學成

效改善為止。該教師所屬學院

主管得查核了解其教學現況，

於訪談紀錄表中說明是否已改

善。 

無 

【量化】 【量化】  

1.課程滿意度調查達4.25

分以上（5分量表）。 

1.107學年度第2學期大學部課程

滿意度平均為 4.29 (達成率

101%)，108學年度第1學期大

學部課程滿意度為4.32(達成

率102%) 

無 

2.預計25位教師提出申請

升等。 

2.108年度共計41位教師提出申

請升等。(達成率16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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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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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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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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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預計補助100位教師學

術研究費。 

3.108年度補助105人。(達成率

105%) 

無 

4.預計補助50位新進及升

等教師薪資。 

4.108年度補助53人。 (達成率

106%) 

無 

5.優良教材獲獎件數20

件。 

5.優良教材獲獎件數22件。(達成

率110%) 

無 

6.每學年選拔傑出教授6-

8位。 

6.108年共選出8位傑出教授。(達

成率100%) 

無 

7.每學期至少一場傑出教

授傳承座談會。 

7.108年度共舉辦2場次年度傑出

教授經驗分享傳承座談會。(達

成率200%) 

無 

8.每年定期舉辦55-60場

次多元教師專業成長研

習課程。 

8.108年度規劃八大類多元教師

專業成長研習課程，迄今共舉

辦73場次。(達成率122%) 

無 

教學 

國際化 

學生輔導

及就業 

目標五、擴

建 大 學 校

區，建構智

慧校園 

 

目標八、提

升高教公共

性，善盡大

學之社會責

任 

精 進

教 學

軟 硬

體 建

置 並

開 放

本 校

大 學

資源、

提 升

高 等

教 育

之 公

共性、

與 地

方 建

立 夥

伴 關

係 

1.圖書資訊資源發展： 

(1)持續徵集圖書資訊

資源。 

(2)強化資訊素養教育。 

(3)資訊資源服務軟硬

體設備新增與汰換。 

2.中醫藥開放式學習環

境： 

(1)提供開放式大學環

境，舉辦體制外中醫

藥課程供學生多元

學習。 

(2)指導學生在中醫藥

領域與在地連結。 

3.更新台中及北港校區

軟硬體設備，提供教

學與實務結合之優質

環境： 

(1)更新教室軟硬體設

備，提供教學與實務

結合之優質學習環

境 

P54 

｜ 

P55 

【質化】 【質化】  3,195 538 2,667 3,205 33.90% 

1.提升館藏質與量。提升

教學環境與設備效能，

導入智慧型圖書館服務

與智能管理系統。 

持續充實圖書、多媒體與電子資

源，及舉辦多元推廣圖書資訊資

源應用活動。 

無 

2.對外開放展示館，辦相

關活動，深耕在地高中

生、住民對中醫藥的知

識。 

2.結合學生營隊活動，深耕在地

高中生，舉辦己亥針灸研習營、

藥學營、中醫研習營，共計440

人次參與。 

無 

3.充實與改善教學軟硬

體，提供舒適的教學授

課環境，以協助建構本

校為「人文與專業並重、

基礎與臨床整合的頂尖

醫學大學」，以達學生之

培育目標。 

3.持續充實並更新全校性教學軟

硬體內容如下說明： 

(1)互助大樓教室桌椅更新。 

(2)醫學院實驗教學設備更新。 

(3)全校共同教室設備更新，如單

槍、電動螢幕及空調設施等，

提昇基礎教學授課環境。 

無 

4.每年依法規處理感染性

廢棄物，確保學校環境

安全。 

4.已依法規處理感染性廢棄物，

確保學校環境安全。 

無 

【量化】   

1.強化圖書資訊資源： 

(1)新增圖書2,000冊。 

1.強化圖書資訊資源： 

(1)新增圖書3,023冊、視聽資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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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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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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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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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檢視更新實驗室設

備以提供結合實務

之學習環境及確保

校園學習安全。 

4.教學與研究過程產生

大量生物性感染廢

棄物，處理感染性廢

棄物，確保學校環境

安全。 

(2)購置資料庫14種，電子

期刊3,000種。 

211件。(達成率151%) 

(2) 購置資料庫 14 種 ( 達成率

100%)，電子期刊5,129種(達成

率171%)。 

2.舉辦資訊素養課程320

場，參與者8,200人次。 

2.舉辦資訊素養課程324場(達成

率101%)，參與者11,292人次

(達成率138%)。 

無 

3.開放式中醫藥學習環

境： 

(1)舉辦1場中醫藥相關策

展。 

(2)舉辦2場中醫藥相關系

列課程或演講。 

3.開放式中醫藥學習環境： 

(1)舉辦中醫藥為主題的策展活

動3場。(達成率300%) 

(2)舉辦中醫藥相關研習活動/課

程10場及中醫藥相關演講6場。

(達成率800%) 

無 

4.充實與改善教學軟硬

體，以提升優質之學習

環境： 

(1)立夫及互助大樓教室

設備與環境改善。 

(2)教室單槍更新。 

(3)教室E化講桌電腦更

新。 

(4)互助大樓實驗室教學

設備更新。 

(5)互助大樓實驗室空間

整修。 

(6)飲水機更新。 

4.1.更新互助大樓及立夫教學大

樓共同教室之電動螢幕與互

助大樓4A01、4A02階梯教室

課桌。 

4.2.更新互助大樓及立夫教學大

樓等共20間共同教室之單

槍。 

4.3.更新互助大樓共同教室及實

驗室空調設施。 

4.4.更新醫學院生化學科實驗教

學設備分光光度計、光譜分

析儀及高速離心機。 

(達成率100%) 

無 

5.每年依法規處理感染性

廢棄物預估 30,000公

斤。 

5.依法處理感染性廢棄物30,234

公斤。(達成率101%) 

無 

研究 目標一、與

國際接軌，

邁向國際一

流大學 

 

目標四、聚

焦研究，解

提升

國際

聲譽 

1.型塑優質之研究環

境，並強化研究人才

之培育與延攬，以提

昇教師之研究能量。 

(1)透過「教師延攬小

組」與駐校之國際學

者，規劃禮聘符合本

P55 

｜ 

P60 

【質化】 【質化】  1,310 1,366 0 1,366 14.45% 

1.強化人才培育，提供國

際化研究環境。 

1&2.本校已建置近世界一流水

準的六大研究中心，分別為：

中醫藥研究中心、新藥開發

研究中心、整合幹細胞研究

中心、癌症生物研究中心、

免疫醫學研發中心及老化醫

無 

2.以六大研究中心為主

軸，帶動人才培育，深

化學術研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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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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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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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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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重大醫學

難題 

校所需腫瘤、中醫藥、

腦疾病以及幹細胞領

域之國際頂尖學者或

高潛力學者，帶動本

校教研之深度，並培

育研究人才，提升科

技研究發展能力。 

(2)訂定「中國醫藥大學

菁英教師國外研究或

研習特定學科、技術

辦法」，培養具研究潛

力之年輕教師赴國外

進行研究。 

2.促進基礎醫學與臨床

醫學之合作，整合跨

領域之研究中心團

隊，並與國際知名大

學接軌，積極建構完

整之國際教研合作網

絡，以提升本校學研

品質。 

(1)在本校固有中藥基

礎研究與中醫特色針

灸醫療技術基礎上，

以「中草藥研究中心」

與「中醫暨針灸研究

中心」為主軸，連結

「腫瘤醫學研究中

心」、「腦疾病研究中

心」、「整合幹細胞研

究中心」及「免疫醫學

研究中心」，帶動人才

培育、深化學術研究、

推動產學合作與提升

國際聲譽之動力引

擎。 

學研究中心。107年更獲教育

部高教深耕計畫第二部份特

色領域研究中心補助「中醫

藥研究中心」與「新藥開發

研究中心」。各中心雖各為

獨立的研究單位，但有緊密

的連結關係，對於強化人才

培育，深化學術研究，有助

學校推動產學合作與提升國

際聲譽。 

3.促進基礎醫學與臨床醫

學之合作，培育跨領域

之研究團隊。 

3.為結合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

合作，使兩者之間形成良好的

連結，本校與醫療體系設立有

「3D列印醫療研發中心」以及

「生醫工程研發中心」等，使

基礎醫學的研究能落實於醫療

實務之運用上，造福社稷。 

無 

4.從教學、研究連結到產

學開發，禮聘具研發能

力與實務經驗的國際頂

尖學者，以提升學校未

來之國際競爭力。 

4.近年來與本校合作之大學，截

至108年12月12日增至153份合

約且持續增加當中，其中包括

國際知名學府如：新加坡國立

大學、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韓國首爾大學、延世大

學、日本東京大學、北海道大

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賓州

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醫療體

系等。透過與國際知名機構合

作之機制，及多方禮聘具實務

經驗的國際頂尖學者，協助本

校提升研發能量，強化學產實

力。 

無 

5.持續鼓勵教師提供研究

能量，獎助研究成果發

表。 

5.為鼓勵教師持續提升研究能

量，提供教學、研究及行政支

援等相關配合措施，並給予教

師適當的獎助，如：新進教師

學術研究經費補助、提供校內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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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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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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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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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腫瘤醫學研究

中心」與哈佛大學等5

家大學，「中草藥研究

中心」與北卡羅萊納

大學等2家大學，「中

醫暨針灸研究中心」

之國際合作機構包括

韓國慶熙大學與英國

西敏大學，而「腦疾病

研究中心」則與倫敦

等5家大學分別進行

研究交流合作，「整合

幹細胞研究中心」則

與南加大合作密。 

3.整合基礎與臨床之研

究成果，並形成良好

的互動連結，以提升

臨床診斷與治療效

果，本校暨醫療體系

設有「生醫工程研發

中心」及「3D列印醫

療研發中心」，以整合

基礎研究成果，轉譯

於跨領域之醫藥相關

產品開發。 

4.多元領域的禮聘有實

力與實務經驗的國際

頂尖學者，協助本校

在醫學基礎研究、治

療藥物開發，優質臨

床服務與研發與產學

整合等，提升研發能

量，強化學產實力。 

5.持續鼓勵教師提升研

究能量，獎助研究成

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論文發表

獎勵等，激勵教師自我發展特

色，全心投入學術生涯，創造

競爭力。 

6.推動生物安全組織，落

實師生自主安全管理。 

6.推動生物安全組織，本校設有

生物安全組，以確實落實學研

環境之安全管理。 

無 

7.強化恪守學術倫理素養

之研究文化環境。 

7.科技部於106年12月起，規定首

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應於

申請日之前三年內至少完成6

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本

校定期進行宣導，且於本校教

職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

點新增相關規定。 

無 

【量化】 【量化】  

1.高引用數論文篇數增加

10%。 

1.本校99年迄今共發表18,843篇

論文，論文總被引用數達

199,224次；論文平均被引用次

數達10次及h指數達117，另外，

本校高引用數篇數更是逐年增

加，截至目前已有135篇高引用

文章，達成論文高引用篇數增

加10%之預期目標。(達成率

100%) 

無 

2.108年擬進行專題研究

計畫、深耕及桂冠研究

人員計畫、新進教師研

究計畫、提昇教師研究

計畫、臨床與基礎之腫

瘤計畫等研究計畫補

助，持續獎勵教師發表

論文，支持教師研發能

量持續發展，以提升學

校整體研發能量。 

2.為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工作，實

施各項校內研究計畫補助，專

任老師每人每年最多可申請40

萬元補助；新進研究人員則給

予最高50萬元從優補助；優秀

及深具潛力教師給予深耕及桂

冠研究人才補助。並另提供論

文獎勵金之補助，以協助教師

能持續發展研發能量。(達成率

100%) 

※108學年度校內研究計畫經費

補助如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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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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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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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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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發表，培育高潛力

研究人才與鼓勵組成

各式協力合作研究團

隊。 

(1)提供校內研究計畫

經費補助，專任老師

每人每年最多可申請

40萬元，新進研究人

員則給予最高50萬元

從優補助之專題研究

計畫，並提供論文特

別獎勵，以協助新進

教師啟動研發能量。 

(2)規劃研究人才深耕

計畫之補助，鼓勵年

輕研究人才根留本校

並發揮研究潛能，期

在日後於其學術領域

有世界水準之重要貢

獻。 

(3)規劃研究人才桂冠

計畫，支持已有卓越

表現之同仁，以扶植

其具競爭科技部傑出

研究獎等其他國內外

重要獎項之實力。 

(4)在論文發表獎勵部

分 ， 依 各 篇 論 文

C×J×A總點數值分等

級予以獎勵，其中高

影響係數期刊、Nature

或Science期刊的部分

則再加重計分，以鼓

勵優質論文。 

(5)獎勵高品質期刊論

文(Impact factor>=6或

(1)專題研究計畫，共補助48

件，總經費1,133萬元。 

(2)新進教師研究計畫，共補助

25件，總經費557萬元。 

(3)提昇教師補助計畫：共補助

4件，總經費95萬元。 

(4)深耕研究人員計畫，共補助

1件，總經費56萬元。 

(5)桂冠研究人員計畫，共補助

1件，總經費88萬元。 

(6)臨床與基礎腫瘤研究計畫，

共補助12件，總經費1,080萬

元。 

(7)科技部相對補助款計畫，共

補助123件，總經費3,553萬

元。 

※論文獎勵金核發情形如下： 

(1)107年度(2018年)發表論文

總數達2,114篇，論文獎勵金

核發金額約2,052萬元。 

(2)108年度(2019年)發表論文

總數達2,238篇，論文獎勵金

核發金額約2,478萬元。 

3.108年度發表Article論

文數可達1,800篇。 

3.本校近年的研發能量有亮眼的

成 績 ， 發 表 於 SCI/SSCI 的

Article論文數，由96年468篇，

大幅成長至2019年1,874篇，論

文數成長4倍，而高品質的期刊

論文(Impact factor≧5或領域

排名前20%)則有顯著成長，顯

示論文的質與量均出色成長。

(達成率104%) 

無 

4.強化與3個國際教研網

絡之學術合作，藉由延

攬國際大師級學者，與

國際一流大學建構教研

4.分別與UC Irvine加州大學爾灣

分校及MD Anderson Medical 

Center建構國際教研網絡，透

過「推展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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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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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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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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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排名前20%)之發

表，並持續論文獎勵

措施，以充實本校論

文品質，增加被引用

機率。 

(6)徵求創意募集新計

畫，鼓勵教師發揮研

究創意，探討大膽開

創性新問題，開拓新

的研究領域，以達自

我創新與突破。 

(7)強化教職員之學術

倫理素養，訂定中國

醫藥大學學術倫理管

理及自律規範，並定

期舉辦學術倫理教育

課程。 

(8)促進基礎醫學與臨

床醫學合作，培育跨

領域研究團隊。 

6.推動生物安全組織，

落實自主安全管理措

施。 

網絡，以提升師生之研

發能量。 

畫」，已薦送2位學生至UCI研

習、4位學生至MDACC研習，

加強提升其研發能力；另積極

規劃國際專家學者蒞校進行學

術交流，延攬Moncef Zouali與

江正明2位玉山學者與本校免

疫醫學研發中心、癌症生物研

究中心進行學術交流。透過聘

請國際一流團隊與機構合作的

機制，引進人才與軟硬體資源，

以提升本校研究水準。(達成率

100%) 

5.首次申請科技部研究計

畫之研究人員，應於申

請日之前三年內至少完

成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並依學校規定

於每學期結束前完成至

少2小時學術倫理研習

課程。 

5.已定期宣導首次申請科技部研

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應於申請

日之前三年內至少完成6小時

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於每

學期結束前完成至少2小時學

術倫理研習課程。並新增相關

規定至本校「教職員學術倫理

教育課程實施要點」。(達成率

100%) 

無 

研究 目標一、與

國際接軌，

邁向國際一

流大學 

 

目標四、聚

焦研究，解

決重大醫學

難題 

 

目標五、擴

建 大 學 校

區，建構智

學 院

特 色

發 展

暨 研

究 軟

硬 體

改 善

計畫 

改善各學院研究軟硬體

設施具體措施 

1.醫學院 

名稱：改善醫學院研究

所軟硬體設施。 

說明： 

(1)改善醫學院的軟硬

體及設備，以提升及

強化其教研水準。 

(2)汰換老舊共用儀器，

以利教師研究與學生

實習。 

2.中醫學院 

P60 

｜ 

P65 

【質化】 【質化】  1,689 0 1,634 1,634 17.28% 

1.醫學院 

(1)生醫所預計購置滅菌

型細胞培養箱、分析天

平及自動化細胞影像計

數器，藉由精準醫療之

先進儀器，提升師生研

究品質及本校競爭力。 

(2)醫技系購置臨床教學

暨研究儀器設備，以提

供本系師生實驗課程及

研究生論文實作使用。 

1.醫學院 

(1)生醫所本次新採購之微電腦

滅菌式二氧化碳培養箱及多

氣體滅菌式二氧化碳培養箱

皆具有自動滅菌功能，能有效

防範汙染產生，其中多氣體培

養箱配有厭氧功能，可進行極

低氧濃度（或不同氧氣濃度）

環境之細胞培養實驗。另以往

只能使用人工計算細胞，缺乏

精確性及重複性，使用自動化

細胞影像計數器做需要精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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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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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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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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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校園 名稱：提昇教研能量、

促進中醫藥現代

化、國際化及中

西醫結合研究。 

說明：提升研究，增購

硬體設備，以提

升研究品質，解

決醫學問，培育

醫學研究人才。 

3.藥學院 

名稱：本土性疾病研究

整合、強化人才

培育、中(醫)藥

新藥研發平台。 

說明： 

(1)設計新方法合成衍

生物，做為治療糖尿

病 之 Dipeptidyl 

peptidase-4 inhibitors

先導藥物，並探討結

構構造效應關係。 

(2)延伸研究觸角，並以

儀器資源搭配校內對

中草藥研究之特色進

行發展，建立新型研

究平台，培育多元化

人才，增加中草藥的

研究深度，開發新型

中草藥研究領域與未

來研究潛能。 

4.公共衛生學院 

名稱：精進研究能力。 

說明： 

(1)增購研究使用儀器

設備，提升研究能量。 

(2)因應人工智慧世代

細胞計數之實驗之後明顯增

加實驗可重複性，並節省時

間。以上精準儀器及實驗室必

備的分析天平皆提供給實驗

有需要之師生使用，以提升生

醫所實驗研究能量，產出高品

質的論文。 

(2)醫技系購買即時影像傳輸系

統提供學士班「臨床血液及血

庫學實驗」及「細胞診斷及組

織病理學技術實驗」課程之玻

片影像教學及碩士班學生論

文研究，血小板凝集分析儀用

於「臨床血液及血庫學實驗」

課程及高壓滅菌器用於碩士

班學生論文研究用，成效佳。 

2.中醫學院 

增購研究設備，增加本院

論文發表數量。 

2.中醫學院 

增購「電腦脈波分析儀、精密烘

箱、自動細胞計數器、濾鏡式判

讀儀、數位照膠系統、實體顯微

鏡含LED燈環、數位照相系統、

電腦脈波分析儀、電動微量八爪

移液器、小型濕式轉漬器、微量

單爪移液器、骨剪」等儀器設備，

提升師生研究能量。 

無 

3.藥學院 

(1)提升中草藥藥物安全

與比較臨床轉譯與基礎

藥學整合研究之效果，

預計投稿多篇學術論文

及研討會。 

(2)提升教師研究素質，強

化臨床藥學與基礎藥學

之師生整合研發平台，

培訓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學生、碩博士生及外籍

3.藥學院 

(1)發表4篇學術論文(1篇已被接

受)。並與藥劑部、臨床科及大

數據中心合作，提出臨床與基

礎合作之整合研究計畫，研究

成果已申請美國臨時案專利，

且合作產業界已提供部分補

助，並具有優先議約權。 

(2)6位碩博士生及外籍生撰寫壁

報論文，並投稿於國內外學術

研討會；3位獨立研究學生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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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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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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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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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醫務管理，購置與

更新相關軟硬體設

備，以利研究產出之

展現，精進研究能力。 

5.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

院 

名稱：縱向-精進研究能

力。橫向-跨領域

方法解決問題。 

強化親產學架構推動廣

泛產學合作籌建生

物醫學園區，加強

策略聯盟。 

說明：為提升跨領域思

考及策略，解決

重大醫學問題，

本院致力於生

技、奈米藥物、食

品營養等領域，

擬購精密鑑定儀

器 ‧另加強產學

合作，提升研究

於產業之應用研

究，開發具有改

善皮膚問題之原

料及產品，並發

表。 

6.健康照護學院 

名稱：改善健康照護學

院軟硬體設施。 

說明：配合教學研究需

要，增購硬體設

備，以提升教學

研究品質。 

7.人文與科技學院 

名稱：提昇人工智慧與

生撰寫壁報論文摘要及

投稿。 

入研究，提升申請大專生科技

部計畫之意願。 

4.公共衛生學院 

(1)購置環境衛生與職業

衛生領域之教學及研究

所需儀器，培育學生進

行實驗及操作之能力、

提升師生在分析健康風

險的研究品質。 

(2)精進實驗課程教具，增

進碩班學生完成論文研

究能力及大學部學生參

與專題研究成果及學術

研討會。 

(3)購置電腦硬體及研究

相關軟體，以培養學生

研究及統計分析能力，

並改善教師研究設備，

提升學習品質及研究成

果。 

4.公共衛生學院 

(1)購置儀器包括盤式微量盤清

洗機、經濟型蠕動幫浦、梯度

膠形成平台、桌上型酸鹼度計

儀器及工作站。對於公衛系研

究生及大學專題生進行氧化

傷害指標的ELISA實驗及分

子流行病學研究的蛋白質體

表現偵測時提供更精準之分

析品質，得以減少人為誤差，

提升實驗進程效率，儀器之操

作亦使操作人員對實驗流程

概念更加完備，予以提升研究

能力及準確之數據成果。 

(2)精進實驗課程教具，增購作業

環境分析儀器：振動計、環境

靜電壓測試器，於大學部作業

環境測定實驗課程操作，增進

學生參與專題研究比例。 

(3)購置大數據伺服器與20T外接

式硬碟等硬體設備，軟體部分

購置統計分析軟體Mplus、數

據分析軟體MATLAB以及資

料庫管理軟體STATA，並增

購資料庫一套，供研究使用。 

無 

5.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 

(1)優化教師在分析鑑定

及研究之軟硬體設備。 

(2)提升師研究及論文發

表能力、提升本系於業

界之產學合作質量。 

5.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 

(1)購置儀器包括藥物篩選模組、

水活性測定儀、自動細胞計數

器、色差計、管狀高溫爐，提

升教師、研究生、研究員之分

析鑑定及研究。 

(2)提升教師論文發表，營養系27

篇、生科系20篇、藥妝系21篇、

新藥所9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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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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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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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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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教育 

說明： 

(1)配合教學與研究計

畫需要，更新並增設

校內資訊教學教材與

相關設備，提升教學

品質。 

(2)新增人工智慧與程

式設計相關課程，並

舉辦女性科學家培育

工作坊，促進師生跨

領域學習與交流。 

(3)全台首位中醫女教

授&全台中醫史名人

錄的一系列紀錄片外

包專業電影公司拍攝

推廣到女性影展、南

方影展、金馬影展、亞

太影展、華語地區影

展、國際影展等具備

全球影響力的影展。 

8.牙醫學院 

名稱：充實研究設備，

改善研究環境，

累積教學能量。 

說明：增購軟硬體設備，

以提升研究品

質。 

(3)產學件數共9件(藥妝系6件、

營養3件系)。 

6.健康照護學院 

(1)購置之呼吸器設備可

讓學生於考取呼吸師國

家考試前進行操作練

習，增加其考取機會亦

可有效提升學生臨床技

能，對銜接未來校外實

習有極大的幫助。 

(2)購置之教學研究設備，

培養學生儀器之實際操

作能力。 

6.健康照護學院 

(1)因二年級呼吸治療學系已停

招，故未再添購呼吸器等教學

設備。 

(2)護理學系擴充QCPR半身心肺

復甦安妮組合、假病人模型及

胸腔引流柱，提供護理學系學

士班及雙主修同學練習加強

技術，共150位學生使用。 

(1)二年級呼吸治療學

系已於106學年度

停招，108年度學生

只剩7位，學生均已

到各醫院實習無須

再使用呼吸器設

備。 

7.人文與科技學院 

(1)增進學生理解人工智

慧的概念與互動，增設

人工智慧學分與微學分

課程課程。 

(2)新增程式設計課程之

教學課程需用設備與軟

體，讓學生體驗做中學

且提升教學品質。 

(3)透過程式設計相關課

程培育女性科學家，訓

練有興趣往科技相關技

術發展之學生。 

(4)設置各式外語文課程

及活動，以學生共教共

學方式培育語文能力。 

7.人文與科技學院 

(1)108學年開設至少10門人工智

慧概念與互動之課程，增進學

生理解人工智慧等相關知識。 

(2)108學年教學設備更新台中校

本部、北港分部電腦教室記憶

體與軟體，提升學生做中學的

教學品質。 

(3)108學年邀請業界女性講師進

行課程演講並且舉辦相關演

講活動至少2場，以培育有興

趣往科技相關技術發展之學

生。 

(4)提供外籍學生開設語言教學

課程的機會，在教授母語的同

時，也增進其與本地學生之交

流，並鼓勵相互學習。同時呼

應新南向政策，開設部分東南

亞語言課程之外，為達到課程

多元化及精進學生國際交流

能力的目標，另開設日語及韓

語等課程。 

無 

8.牙醫學院 8.牙醫學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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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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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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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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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研究教學之植牙機

設備，提供本系師生進行

大專生專題研究及碩、博

士班學生研究使用。 

購置研究教學之植牙機設備，提

供系上師生進行研究及課程使

用，增進學習成效與專業技能。 

【量化】 【量化】  

1.醫學院 

(1)生醫所增購之滅菌型

細胞培養箱、分析天平

及自動化細胞影像計

數器，預計提供給約

100位師生使用。 

(2)醫技系-購置臨床教學

暨研究儀器設備預計

提供給190人次師生使

用。 

1.醫學院 

(1)生醫所增購之滅菌型細胞培

養箱2台、分析天平及自動化

細胞影像計數器，提供給約

100位師生使用，並有已發表

或正在投稿的論文產出。(達

成率100%) 

(2)醫技系購買即時影像傳輸系

統、血小板凝集分析儀及高壓

滅菌器等教學暨研究儀器設

備，提供學士班實驗課程及碩

士班學生論文研究，共計250

人次使用。(達成率132%) 

無 

2.中醫學院 

購置儀器供教生研究使

用，師生預計達成40個研

究計畫及發表120篇SCI

論文。 

2.中醫學院 

SCI 論文發表 162 篇 ( 達成率

135%)，科技部計畫47件。(達成

率118%) 

無 

3.藥學院 

(1)增購之儀器至少可達

100 人次師生使用。 

(2)預計發表藥物相關

SCI論文及研討會論文

或壁報論文 8 篇。 

3.藥學院 

(1)增購之設備用於藥理學實驗、

中藥炮製、中藥廠實務等課程

及藥學研究組或獨立研究、專

題實驗，提高學生學習實驗效

率與品質、減少實驗動物使

用、提高學生實驗學習意願，

使學生學習進階高端研究技

術，使用達200人次。(達成率

200%) 

(2)發表藥物相關SCI論文及研討

會論文或壁報論文共計8篇。

(達成率1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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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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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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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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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共衛生學院 

(1)學生(大學部及碩士班)

使用儀器計60人次。培

養三位學生熟稔儀器操

作，提升研究質量。預

估每年發表1篇SCI論

文、參加1次國際學術研

討會。 

(2)購置精進實驗課程教

具，大學部提報修習專

題討論比率目標30%。 

(3)電腦硬體及研究相關

軟體預期可達100人次

以上之師生使用，預計

發表1篇SCI論文，研討

會論文或壁報論文共20

篇。 

4.公共衛生學院 

(1)公衛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

於分析氧化傷害的ELISA實

驗及學習分子流行病學研究

中的蛋白質體分析操作新購

置儀器設備共超過60人次，校

院合作研究人員、博士班研究

生與研究助理約15人次，且至

少3位研究生對儀器操作皆已

相當熟練，有效提升實務上的

技術認知與操作流程，增進研

究品質與成果彙整速度，並於

108年度發表1篇相關SCI論文

及參加1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達成率100%) 

(2)購置精進實驗課程教具：氣相

層析儀，108學期大學部專題

討論修課14人(全班33人)，修

課比率42.4%。(達成率141%) 

(3)研究用軟硬體設備於108年度

共計超過100人次使用，研究

生於研討會口頭發表或壁報

論文共計34篇(達成率170%)，

其中運用MATLAB軟體而發

表之SCI論文共2篇 (達成率

200%)。 

無 

5.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 

(1)預估10位奈米研究/藥

物合成相關研究的教授

及50位實驗室師生(5人

/lab)可受惠。 

(2)預計將發表2篇以上

SCI論文、參與2次以上

國際研討會。 

(3)培育2位碩博士生熟稔

相關儀器操作，提升產

5.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 

(1)10位奈米研究相關研究的教

師、研究員及50位實驗室師生

(5人/lab)受惠。(達成率100%) 

(2) 發表 6 篇 SCI論文 ( 達成率

300%)、參與2次國際研討會

(達成率100%)。 

(3)培育研究生參與相關訓練課

程，熟悉儀器操作，共計21位

同學通過大專生專題計畫。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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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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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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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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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合作質量。 

(4)申請皮膚相關實驗室

認證。 

(5)預估10位細胞生物學

相關研究的教授及實驗

室人員可受惠。 

行1件產學合作計畫。(達成率

100%)。 

(4)充實皮膚測定儀實驗設備，進

行產學合作。實驗室相關文

件、實驗操作講解及訓練皆持

續進行，提升研究素質。(達成

率100%) 

(5)10位細胞生物學相關研究的

教授及實驗室人員受惠。(達

成率100%)。 

6.健康照護學院 

(1)呼吸器設備預計每週

使用6小時，使用人數30

人。 

(2)口衛系教學設備與牙

醫系合用，提供師生(含

牙醫系大學部與碩班

生)共超過30人次使用。 

6.健康照護學院 

(1)因呼吸治療學系已停招，故未

再添購呼吸器等教學設備。 

(2)冷凍乾燥機放置於牙科生醫

材料實驗室。提供校內計畫：

含矽鈣磷陶瓷複合膠原蛋白多

孔彈性支架的製備及科技部計

畫：含矽鈣磷陶瓷複合膠原蛋

白支架應用於牙周組織再生-

材料設計、動態培養及動物實

驗模式驗證(II)使用。並於碩士

班牙科生醫材料、生物醫學材

料特論及高等生物醫學材料等

課程學生操作，使用人次超過

30人。(達成率100%) 

(1)二年制呼吸治療學

系已於106學年度

停招，108年度學生

只剩7位，學生均已

到各醫院實習無須

再使用呼吸器設

備。 

7.人文與科技學院 

(1)全校修讀程式語言課

程人數達40%。 

(2)開設2門人工智慧與程

式設計相關課程。 

(3)開設22門語言課程，舉

辦20場語言相關活動。 

7.人文科技學院 

(1)108學年開設程式語言相關課

程(至少34門)，修讀人數達

40%。(達成率100%) 

(2)108學年至少開設5門以上人

工智慧與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達成率250%) 

(3)108年度共開設22門語言課

程，包含英文能力課程如托

福、多益、英檢等 (達成率

100%)；另外還有數門為國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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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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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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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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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提供之華語相關課程；在語

言活動方面，共舉辦22場相關

講座、展演與競賽活動(達成

率110%)。 

8.牙醫學院 

購置研究教學之植牙機

設備，提供本系師生進行

大專生專題研究及碩、博

士班學生研究使用，預計

提供給3位老師及20位學

生使用。 

8.牙醫學院 

已購買研究教學之植牙機設備，

並提供給3位老師及20位學生使

用。(達成率100%) 

無 

國際化 目標一、與

國際接軌，

邁向國際一

流大學 

執行策略1-

1：拓展學生

至全球頂尖

學術單位，

以增進國際

視野 

 

目標三、促

進 多 元 發

展，培育高

階人才 

執行策略3-

2：強化學生

國際競爭能

力，拓展國

際雙聯學位

學程 

培 育

與 國

際 學

術 接

軌 之

人才，

提 升

國 際

競 爭

力 

1.持續加強校園標語、

網頁等校園環境雙語

化，更新外籍師生輔

導手冊製作。 

2.徵召各學院之老師參

與國際事務推動。成

立「國際事務推動委

員會」，並每月定期開

會討論校園國際化與

推動國際合作交流事

宜。 

3.持續推動跨領域全英

整合課程。 

4.每年獎勵學生參加國

際研討會。 

5.薦送並補助優秀學生

學生至國外世界排名

350大之大學做短期

研習。 

6.薦送學生至國外合作

大學擔任長期交換學

生或修讀雙聯學位。 

7.鼓勵教師參加教育部

學海系列計畫，補助

學生至國外大學研

P65 

｜ 

P68 

【質化】 【質化】  5 4 0 4 0.04% 

1.持續強化及提升國際化

校園與提升國際化學習

環境。 

1.本校持續建立雙語化之法規、

新聞，並建立中、英文網頁同

步更新各項校園資訊。校內活

動、演講、公告等均提供中英

文雙語化資訊。並於每年度開

設超過250門全英課程，提供國

際學生優良學習環境，並提升

學生之國際競爭力。 

無 

2.為推動校園國際化合作

交流，本校分層成立「國

際發展事務會議」擬訂

國際招生事宜；另於108

年度成立「國際合作及

研究推動諮議委員會」，

擬訂並規劃與國際知名

大學 /機構之實質教學

與研究合作。 

2.108年度召開「國際發展事務會

議」ㄧ次，討論外籍生獎學金

發放法規及修訂本校與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新

協議的雙聯學位實施要點；此

外108年度也召開兩次「國際合

作及研究推動諮議委員會」，

討論國際交流規劃與方向，也

促成108年中醫大與姊妹校舉

辦四場雙邊研討會順利執行，

深化中醫大與姊妹校的研究合

作。 

無 

3.持續推動及薦送優秀學

生至國外一流大學研實

習或進行長期交換，增

進學生專業知識技能與

3.1.108 年度學生出國短期研實

習之世界各國大學有：美國

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

賓州大學、南加州大學、俄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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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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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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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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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8.持續舉辦國際學生交

流活動計畫，邀請外

國學生來校研習，並

招募本校學生擔任學

伴，提供本校學生與

外國學生互動、混班

學習之機會。 

9.招收優秀境外生，增

加境外學生人數並加

強輔導。 

10.持續推動印尼泗水

境外「印尼台灣教育

中心」業務提供境外

學生學習華語的機

會，增加招募境外生

至本校就讀管道。 

國際視野。 俄州立大學；英國西敏寺大

學；奧地利維也納醫科大學；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挪威卑

爾根大學；瑞典于默奧大學；

比利時根特大學；澳大利亞

墨爾本大學、雪梨大學；新加

坡國立大學、泰國朱拉隆功

大學、韓國慶熙大學及日本

北海道大學等，皆為世界排

名前 300 大學校。 

3.2.持續推動國際暑期研習，選

送學生至世界頂尖名校如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韓科

學技術院及漢陽大學修讀暑

期課程。 

3.3.本校亦薦送菁英博士班學生

至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

中心及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C Irvine)進行 2年的長期交

換。 

4.持續強化國際學生輔

導，完善國際化校園。 

4.1.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中心，

設有主任及承辦人員。負責

提供境外學生生活上之輔

導、換發入出境證件及聯繫

通報等相關事項之服務。並

由研究生事務處、教務處以

及院、系等單位共同支援學

生註冊、選課等。輔導人員亦

協助學生入學後儘速認識校

園概況、學習環境、學校文

化、學院系及校務概況等。除

接機服務外，在新生說明會

中亦說明入學應辦理事項、

入出境等相關法規、注意事

項，及生活相關注意事項，讓

學生充分了解來臺就讀注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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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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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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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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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及學校有關規定。本校

有完善的導師制度，導師及

系所輔導學生學業及生活問

題，國際事務處、學務處、研

究生事務處等專責單位均主

動積極的關懷及照顧學生。 

4.2.本校各項法規、新聞、網頁、

活動等均提供雙語化資訊。 

【量化】 【量化】  

1.與一流大學盟校推動雙

邊教師跨國研究合作計

畫至少2件。 

1.108年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共同

執行2019合作種子計畫(2019 

CMU-NUS Joint Seed Grant 

Funding)共4件。(達成率200%) 

無 

2.參加國外招生教育展、

至國外招生及境外生新

生入學輔導會10場。 

2.本學年度已赴菲律賓、印尼、

越南、馬來西亞、緬甸、澳門、

香港，並配合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於澳門、香港舉辦新生入

學輔導說明會，以上總計共10

場 (教育展與新生入學輔導

會)。(達成率100%) 

無 

3.108年度預計開設全英

課程達270-280門。 

3.108年度開設全英課程達284

門。(達成率101%) 

無 

4.學生參加跨國研討會達

200-220人次。 

4.108年度學生參加跨國研討會

人數為235人次。(達成率107%) 

無 

5.補助學生出國研實習、

交換學生及修讀雙聯學

位等之國際交流人數達

280人。其中一學期以上

的交換學生及修讀雙聯

學位之學生至少12名。 

5.108年度學生出國研實習、交換

學生及修讀雙聯學位等之國際

交流人數達 323 人 ( 達成率

115%)。其中大學部一學期以

上的交換學生及修讀雙聯學位

之學生達19名(達成率158%)。 

無 

6.國際學生交流、混班學

習接受100名國際學生。 

6.本校學生與外國學生混班學

習，108年度有超過126位來自

美國杜蘭大學、美國加州州立

大學長灘分校、香港大學、香

港中文大學、慶熙大學等校學

生來訪。(達成率126%)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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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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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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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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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國際學生交流及混班

(國際及本籍生)學習計

畫，招募100名本校學生

擔任外國學生之學伴。 

7.本校學生與外國學生混班學

習，108年度有114位本校學生

擔任學伴。(達成率114%) 

無 

8. 境 外 生 人 數 成 長 5-

10%。 

8. 8.本校境外生人數107學年度

為507人，108學年度為481人，

成長率為-5.4%。 

本校境外學生主要來自馬

來西亞、澳門、香港、大陸、

美國、越南及印度。 

1.受全球少子化影響及大

陸高校強勢招生，影響

境外學生來校就讀。 

2.澳門本地生學習機會增

加：四校聯招，近 9 成應

屆畢業生應考。 

3.為增加招收境外生人數

及配合政府新南向政

策，除繼續積極參加海

外招生展之外，並安排

校內師長拜訪新南向國

家盟校：如本校已於 108

年 12月拜訪泰國盟校進

行學術交流及招生面

談：而本校校長亦於 109

年 1 月率領校內師長拜

訪泰國名校，提升本校

在當地的名聲，增加招

收優秀學生。 

國際化 目標一與國

際接軌 , 邁

向國際一流

大學 

執行策略1-

1：拓展學生

至全球頂尖

學術單位 ,

以增進國際

視野 

執行策略1-

2：延攬國際

頂尖人才 ,

強 化

國 際

交流，

培 育

國 際

化 師

資，與

國 際

名 校

共 同

培 育

特 色

領 域

1.與國際名校共同培育

「學術菁英」，選送優

秀碩博士生至國外頂

尖學術單位與業界機

構研修，延續「臺灣人

才躍昇計畫」及「國際

共同人才培育計畫」

之策略，持續選送優

秀碩、博士生至國際

合作學校與機構研

修，如美國安德森癌

症研究中心、新加坡

國立大學等知名學術

P68 

｜ 

P69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

之延伸，除與原學術機

構持續合作外，更以臺

灣人才躍昇計畫所邀請

之國際人才與團隊做為

學術研究之雄厚基石，

持續推動與國際頂尖名

校之簽約合作，薦送菁

英博士或博士後研究人

員至國外進修，促成國

際學術交流與養成具有

國際競爭力及國際移動

1.108年度本校有4位菁英博士生

在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

中 心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以及2位在加州大學

爾灣分校(UC Irvine)進行長期

交換研習。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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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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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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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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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航尖端研

究 

 

目標三促進

多元發展 ,

培育高階人

才 

執行策略3-

2：強化學生

國 際 競 爭

力 , 擴展國

際雙聯學位

學程 

人才 機構。深化與境外大

學或機構之學術研究

交流，提供本校學生

質與量均佳的另類學

習機會。 

2.每年薦優秀教師至國

外世界排名200大之

大學做短期研究進

修。 

3.每年邀請國外客座教

授至本校進行學術交

流或講學。 

力的菁英人才。 

2.積極鼓勵年輕種子教師

赴國外培訓與研究，加

強與國外一流大學之學

術合作，以提升師、生

之國際競爭力。 

2.108年度年輕教師赴國外培訓

或爭取機會與國外一流大學

研究合作，包含(1)醫學系林晏

年 助 理 教 授 赴 美 國 Cedars 

Sinai醫學中心研修兩年、(2)醫

學系詹佳穎助理教授赴美國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研修一年六個月、(3)生

物醫學研究所劉彥良助理教

授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

校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研修八

個月。 

無 

3.積極延攬國際頂尖人才

與招聘具國際經驗的年

輕學者。 

3.本校108年度延攬四位國際學

者 (Jonathan Cuauhtemoc 

Velazquez Mujica(墨西哥 )、

MOUSAVI SEYED 

ABOLGHASEM(伊朗 )、NG 

HAMON YUN KHEI(澳大利

亞)、BOLLETTA ALBERTO(義

大利))為專案講師；延攬二位

學者(江正明、Zouali Mohamed 

Moncef)擔任玉山學者。 

無 

【量化】 【量化】  

1.薦送2-4位菁英博士或

博士後研究人員至國外

進修。 

1.108年度本校有4位菁英博士生

在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

心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以及2位在加州大學爾

灣分校(UC Irvine)進行長期交

換研習。(達成率150%) 

無 

2.每年薦送2-4名優秀教

師、醫師或專案培養助

理教授至國外知名大學

或機構進行短期研究進

修。 

2.108年薦送4位優秀教師(醫學

系林晏年助理教授、醫學系葉

俊杰助理教授、醫學系詹佳穎

助理教授、生物醫學研究所劉

彥良助理教授)至國外進修。

(達成率1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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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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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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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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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每年邀請知名國外教授

15-20名至本校進行學

術交流或講學。 

3.108年度邀請知名國外教授如

新加坡國立大學Professor Bin 

Tean TEH、東京大學Professor 

Ung-il Chung 、 賓 州 大 學

Professor Syngcuk Kim、英國南

安普敦大學Professor Richard 

Oreffo等共25名來訪演講。(達

成率125%) 

無 

國際化 目標一與國

際接軌 , 邁

向國際一流

大學 

執行策略1-

3:學術研究

中心全方位

與國際一流

大學連結 

 

目標三促進

多元發展 ,

培育高階人

才 

執行策略3-

2:強化學生

國 際 競 爭

力 , 擴展國

際雙聯學位

學程 

建 立

多 元

國 際

交 流

管道，

強 化

本 校

教 研

特色，

深 耕

國 際

教 研

合 作

網絡 

1.拓展國際策略聯盟，

逐年增加國外盟校數

目。 

2.落實與國際姊妹校之

實質教、研合作，定期

舉行雙邊學術研討

會。 

3.推動與日、韓或新南

向國家姊妹校實質合

作，配合當地醫藥人

才之需求，輸出本校

之特色高等教育，招

募當地學生，培育「中

醫」、「藥學」及「護

理」等相關領域人才，

提升本校在世界高等

教育的實質貢獻。 

4.逐年深耕與姊妹校特

色發展之連結，藉由

聚焦研究發展合作主

軸。 

5.舉辦國際研討會，積

極參與國際會議，提

升國際學術研究聲

譽。 

6.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國

際會議，並爭取擔任

會議之session chair，

P69 

｜ 

P72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持續加強與知名大學學

術交流，強化雙方實質

研究合作，每年舉辦或

參加雙邊或多邊研討

會。 

1.108年持續與泰國馬希德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北海道

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等共同舉

辦雙邊研討會。 

無 

2.每年舉辦國際研討會，

促進研究交流及提昇聲

本校國際聲譽。 

2.108年10月7-9日舉辦第9屆身

心介面研討會。 

無 

3.輸出本校之中醫特色高

等教育，協助國際醫學

教育培訓中醫藥人才，

提升本校在國際中醫藥

教育中實質貢獻。 

3.今年實質與國際姊妹校雙向交

流，包含慶熙大學、日本福岡

醫療專門學校、日本平成醫療

學園與越南胡志明市醫藥大

學，雙方學生利用寒暑假進行

中醫研習國際交流，以培養更

多具國際觀的傳統醫學在臨

床及學術研究人才。 

無 

【量化】 【量化】  

1.每年與2-5所世界前五

百大學簽署院或校級合

約。 

1.108年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

院、香港理工大學、英國南安

普敦大學、復旦大學等共4所

前五百大大學簽屬合作協議

書。(達成率100%) 

無 

2.每年與國際知名姊妹校

舉行3場雙邊研討會，深

化與姊妹校特色發展之

連結。 

2.108年與泰國馬希德大學、新加

坡國立大學、日本北海道大

學、日本東京大學共同舉辦雙

邊研討會共 4場。 (達成率

13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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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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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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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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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提升本校之國際學

術聲望。 

3.每年舉辦2-3場國際研

討會。 

3.108年10月7-9日舉辦第9屆身

心介面研討會，108年與泰國

馬希德大學、新加坡國立大

學、日本北海道大學、日本東

京大學共同舉辦雙邊研討會

共4場。(達成率167%) 

無 

4.每年12-15位本校教師

在跨國研討會中擔任

session chair。 

4.108年本校教師在跨國研討會

中擔任session chair共13位。(達

成率100%) 

無 

國際化 目標四、聚

焦研究，解

決重大醫學

難題 

執行策略4-

3：推廣中醫

藥暨針灸研

究國際化 

推 動

本 校

中 醫

特色，

發 展

立 夫

中 醫

藥 博

物 館

國 際

化 

建構立夫中醫藥博物館

成為國際化的卓越中醫

藥教訓練機構。改善教

學相關之軟硬體設備並

提升展館的展品素質： 

1.藥材、藥礦更新。 

2.展品標籤更新與增加

英文解說。 

3.編製印製展館簡介。 

4.利用數位相機記錄外

賓參訪及導覽過程，

以完備外賓參訪者資

料建置。 

P72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提供外國人士對中醫藥

知識深入瞭解的多元學

習環境，推動台灣中醫

在國際之能見度。 

1.1.編製英文簡介，並備英文導

覽機，供外國人士租借。 

1.2.在校英文導覽員，來自中醫

系、醫技系、藥學系等，本

身即具專業的知識背景，能

增加外國人士的深入了解

度。 

無 

2.提供優化之全校教師服

務與國際化教學之平

台。 

2.提升展覽品質，舉辦中醫藥相

關特展，加強專業知識傳播，

建立多元的教學平台。舉辦特

展包含：第一屆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藥書法展、開心益智人參

特展、3C護眼明目枸杞特展。 

無 

3.完備外賓參訪者資料建

置。 

3.逐筆記錄參訪者資料，並有參

訪側拍。 

無 

【量化】 【量化】  

1.外籍參訪人數為 200-

230人/年。 

1.外籍參訪人數250人。(達成率

109%) 

無 

2.建立10篇學生英文導覽

紀錄。 

2.建立10篇學生英文導覽紀錄，

包含：1/4陳季襄-泰國Mahidol

教授團、1/14陳妍廷-韓國慶熙

大學團、1/15陳妍廷-阿爾及利

亞醫學學者團、2/20陳妍廷-新

加坡大學醫學院院長、4/11劉

栩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師生、

5/27陳妍廷-美國杜蘭大學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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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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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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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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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例行參訪、6/25劉栩華-印尼

中醫系國事部、10/29謝宜庭-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校長、

10/31陳妍廷 -美國院士游景

威、12/19劉許華、謝宜庭-新加

坡大學藥學系。(達成率100%) 

3.5名教師參與展館之服

務與教學 

3.參與展館之服務與教學教師共

5位，包含：4/24陳柏源老師、

6/10林景彬老師、10/15吳漢奎

老師、10/29中醫學概論-許博

期老師、12/17李昭瑩老師。(達

成率100%) 

無 

國際化 目標四、聚

焦研究，解

決重大醫學

難題 

執行策略4-

3：推廣中醫

藥暨針灸研

究國際化 

推 廣

國 際

中 醫

藥 暨

針 灸

雙 向

研 習

合 作

相 關

課程 

與中醫學院國際整合醫

學中心合作，接受並開

辦國際中醫藥或針灸研

習課程。並輔導學生至

海外相關機構進行交流

與研習： 

1.持續辦理國際學生中

醫針灸見習代訓及研

習課程。 

2.與頂尖大學簽署中醫

教學合作備忘錄，共

同規劃中醫或針灸英

語課程。 

3.輔導本校學生報考美

國 加 州 針 灸 醫 師

(CALE)、美國針灸及

東方醫學認證委員會

(NCCAOM)證照、美

國CCAOM潔針技術

(CNT)考試。 

4. 規 劃 與 CALE 、

NCCAOM 合作在本

校設立繼續教育中心

及考試中心。 

P72 

｜ 

P74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推動與國際姊妹校實質

合作交流，推廣中醫藥

暨針灸研究國際化。 

1.今年實質與國際姊妹校雙向交

流，包含慶熙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英國西敏大學與越南胡

志明市醫藥大學，雙方學生利

用寒暑假進行中醫研習交流，

逐步增加彼此國際交流合作

機會，以培養更多傳統醫學臨

床及學術研究人才。 

無 

2.辦理國際學生中醫或針

灸見習代訓或研習課

程，以提升本校中醫在

國際之能見度。 

2.108 年 度 辦 理 Bethel 

University(1月 )、慶熙大學 (1

月)、日本福岡醫療專門學校(4

月)、香港浸會大學(6月)、西班

牙醫療針灸師協會(7月)、越南

胡志明市醫藥大學(7月)與日

本平成醫療學園(9月)等校蒞

校進行中醫研習課程；及辦理

美國Pacific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與英國西敏大學中

醫針灸見習代訓課程。 

無 

3.提供全國中醫師及學生

國際服務之平台。 

3.建置中醫學院國際整合醫學中

心粉絲頁，以提供全國中醫師

及學生國際服務之平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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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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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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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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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 【量化】  

1.國際學生及醫師至本校

中醫藥針灸見研習人數

為180-190人/年。 

1.國際學生及醫師於108年度共

有224人至本校進行中醫研

習。(達成率118%) 

無 

2.持續舉辦國際中醫藥針

灸夏日課程一場，冬令

課程一場。 

2.108年1月舉辦慶熙大學中醫研

習課程、7月舉辦西班牙醫療

針灸師協會針灸研習課程。(達

成率100%) 

無 

3.輔導本校學生報考美國

加州針灸醫師 (CALE)

或美國CCAOM潔針技

術 (CNT) 考試至少 10

名。 

3.1.輔導本校學生報考美國加州

針灸醫師 (CALE) 或美國

CCAOM潔針技術 (CNT)考

試5名。(達成率50%) 

3.2.108.11.30已申請續約擔任美

國加州針灸局繼續教育單

位，有效期限到110.1.30。 

108 年因美國方面未舉辦

潔針技術(CNT)考試，故

考試人數未能達標。僅輔

導 5 名學生報考美國加州

針灸醫師(CALE)考試。將

繼續輔導本校學生或校友

報考此類相關考試。 

學生輔導

及就業 

目標八、提

升高教公共

性，善盡大

學之社會責

任 

執行策略8-

2：實踐人文

關懷與在地

創新的社會

責任 

執行策略8-

3：提供弱勢

學 生 習 機

會，確保教

育資源平等 

執行策略8-

4：參與在地

高中適性發

展，扎根社

會發展基礎 

執行策略8-

厚 植

學 子

多 元

知 能

及 領

導 溝

通 能

力、提

升 學

生 品

德 教

育 

1.規劃「領導與決策」、

「溝通協調與人際關

係」、「專案管理與效

益評估」、「口語表達

與文案行銷」等之社

團微學分課程，於，提

昇學生自信表達、人

際溝通、計畫執行等

知能，並學習規劃統

整及應用知識、技巧，

以為永續生涯發展。 

2.邀請專業業師及本校

專兼任教師協同教授

社團微學分課程，提

升學生自主及跨領域

學習，增進學生軟實

力。多元之學習管道，

可提升學生實作創新

及領導能力。 

3.對外開放中醫藥博物

館，舉辦相關活動，深

P74 

｜ 

P76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強化學生溝通之技能，

激發學生創意思考，提

升學生創意及文案能

力。 

1.於課程教授學生演說技能策

略、簡報設計與應用、TED Talk

演練，讓學生透過創意思考自

行設計規劃人生故事行銷，強

化學生溝通合作能力，透過舞

台演練讓學生實踐企劃文案，

由票選與回饋增進學生自我

價值及反思能力，本次課程完

成20組個人推銷影片。 

無 

2.學習具邏輯之簡報結構

規劃與簡報分析及表

達之應用。 

2.透過口語表達及文案行銷、簡

報製作規劃分析，進行企劃報

告及產品行銷課程，佐以TED

演練，讓學生在台上提出個人

行銷簡報作為實際演練成果。

同時提供應屆畢業生職涯自

我推薦檢視及應用，以具邏輯

結構之思考模式將文案透過

簡報呈現。 

無 

3.由多元化專案課程引

導，並透過課程研討、

3.於108年5月25日設立「專案管

理與效益評估」10小時微學分

無 



 

-39- 

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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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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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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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推廣服務

學習及國際

志工之參與 

耕在地高中生、住民

對中醫藥的知識。 

4.促進學生在中醫藥領

域與在地連結，協助

其研發、製作成品、創

意構思，並結合當地

業者，培養學生多面

向專長，提高競爭力。 

5.定期舉辦性別平等宣

導活動與講座，提升

本校師生性別平權觀

念，積極推動校園性

平教育。 

6.以院為單位，規劃專

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

精神，將服務場域由

校內至鄰近社區、偏

鄉及延伸至海外。培

育學生具備”社會/國

際公益議題之關懷能

力”，落實生命、品格

與全人教育。 

心得分享及情境演練，

以進行質化與量化學

習效益評估。 

課程，引導學生整合資源及規

劃專案之技巧，明確瞭解資源

組成的結構，以及應用層面注

意的細節。學生執行專案規

劃，透過體驗設計，掌握專案

管理流程，建立專案管理之結

構思維。 

4.輔導學生設計互動式

APP，制定專案主題並

導入管理邏輯，讓學生

學習專案管理之結構

應用。 

4.以水湳校區未來生活圈為主

題，透過專案管理思維，由學

生設計以生活圈為主軸之APP

設計，結合校園資源，建立食

衣住行育樂資訊，融入APP模

組，提供本校學生未來水湳生

活圈運用及參考。 

無 

5.提升溝通協調與團隊合

作意識，培養學生溝通

與問題解決能力。 

5.於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溝

通協調與人際關係課程，藉由

課程規劃幫助學生提升溝通

協調之能力，課程中讓學生先

了解自我定位與價值，在團隊

領導上如何創造多贏局面，並

且掌握有效溝通方式，讓領導

者除在自我領導上能具有認

知外，在面對他人情緒與衝突

時，也能夠迎刃而解。 

無 

6.指導學生掌握溝通協調

方法與步驟。 

6.透過課程安排及實際演練,建

立溝通協調之步驟,了解個體

或團隊之自我價值。經由引導

技巧,使領導者能夠建立團隊

信心,於面對人際互動時,學習

如何自我檢索,對於同儕之情

緒及衝突勒索,能夠發揮自我

內化,提升未來面對挫折之心

態 

無 

7.引導學生透過團隊的互

動與自我覺察，自省自

身經驗，運用反思獲得

7.規劃體驗教育與反思課程，讓

學習者在團隊互動中習得溝

通、協調、互信及合作之重要

無 



 

-40- 

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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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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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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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成長。 性使團員充分發揮團隊精神，

以團隊的力量解決難題、突破

難關。課程中不以強調個人英

雄主義完成活動，而是強調以

團隊合作方式完成活動，藉由

較高難度的活動，使參與學生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增加團隊

凝聚力，且於參與體驗互動教

學過程，發揮創意思考及問題

解鎖之技巧，從中獲得自我成

長。 

8.開發學生自我潛能，使

具備創新的態度和思

考方式。 

8.於108年12月安排人型工作坊

及人際溝通課程，增進溝通互

動能力、有效處理人際衝突、

紓解人際相關的壓力，並做好

自身的情緒管理工作。同時透

過課程引導學生練習創新思

考，從觀察現象、找出關鍵問

題、拼湊可能的解決方案，進

而找出最適合的對策。 

無 

9.強化師生多元性別觀念

與性別意識敏感度，增

強情感教育相關知能，

以降低性別歧視案件

發生率。 

9.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及性別意識

培力講座，以增進本校教職員

工生多元性別意識，全面提升

本校性別意識，以建立性別平

等友善學習環境。 

無 

10.結合SDGs目標，辦理

相關課程與活動，帶領

學生了解世界關注議

題及全球化面臨的問

題，提升學生國際視

野，讓學生體認社會責

任之重要。 

10.透過學生服務計畫，辦理結合

SDGs目標的課程。以SDGs項

目中: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良

質教育、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

平等、永續發展的市鎮規劃、

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及

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此

六項可作為本校於服務據點

發展之目標。透過海洋生態保

育邀請B型企業負責人蒞校分

享、及邀請附設醫院衛教師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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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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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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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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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健康促進計畫、邀請逢甲大

學公創所教師教授永續發展

之市鎮規劃，作為培訓課程之

主軸，讓學生由多元角度，了

解台灣及世界關注之議題，藉

此提升事業並且實際運用於

場域。 

11.延續校內外之親善服

務，落實學子術德兼備

之教育環境，每年度修

定親善服務計畫，以考

核服務品質之提昇，更

能與國家及社會的服

務接軌。 

11.本校親善服務精進學習群除

修訂計畫，增加原住民語服務

及危機管理課程，更加開BLS

基本救命術8小時的課程，並

輔導學子領取證照。除服務校

內外大型活動及中區公益活

動外，更連續五年獲國家肯定

服務入選國慶禮賓接待，使學

子落實醫藥大學學子的社會

責任及培育多元化生涯發展 

無 

12.落實各學系醫藥專業

服務學習課程，學生透

過參與服務學習課程

撰寫之省思與紀錄，由

課程教師之反思帶領

以考核學生之學習成

效，精進學子服務學

習。 

12.各學院大學部皆開設服務學

習必修課程，並且融入醫藥

專業，是全國十分具備特色

的服務學習課程模式。除了

教師依「課堂授課」、「團體服

務」的模式進度，更重要的是

「反思引導」及「發表慶賀」

的階段，使學子在運用所學

融入服務學習之後，能夠體

會服務過程中所需思考的意

涵，除每位學生之個人反思

外亦辦理跨校合作機構代表

座談暨成果發表會，精進服

務學習成效。  

無 

【量化】 【量化】 無 

1.108年度開設6門微學分

課程，總修課人數180

人次以上，課程學生滿

意度問卷達平均4.7分

1.開設6門微學分課程，總修課人

數208人次，課程學生滿意度(5

分制)問卷達平均4.7分以上。

(達成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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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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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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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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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2.與中醫針灸研習營及中

醫研習營合作，將中醫

藥、針灸、經絡相關中

醫知識推廣給民眾，以

探索中醫的奧妙，預計

服務人次達150人次以

上。 

2.結合學生營隊活動，深耕在地

高中生及大學生。108年1月29

日-2月2日己亥針灸研習營服

務人次達150人次、108年7月8

日-7月13日第六屆藥學營服務

人次達100人次、108年7月22

日-7月26日第三十一屆中醫研

習營服務人次達130人次，將

正確的中醫藥相關知識推廣

給民眾。(達成率253%) 

無 

3.安排10堂課程，培訓立

夫中醫藥博物館導覽

人才至少6名，落實人

才培育。 

3.108年5月份辦理進階培訓課程

4堂、108年9-11月間辦理新進

導覽人員培訓課程6堂，新晉

升 6位導覽人員。 (達成率

100%) 

無 

4.針對全校師生辦理性平

宣導活動，預計辦理15-

17場次，宣導人次達

1,300人以上，以強化性

平意識與知能。每場活

動之滿意度維持90%以

上。 

4.108學年度共辦理性別平等教

育及性別意識培力講座30場次

(達成率176%)，宣導人次達

2,813人次(達成率216%)，並開

設性別平等教育Moodle數位

學習課程，並於彈性薪資辦法

規定，本校教職員工教育訓練

每年必修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修習者發放年終獎金。並針對

大一新生註冊時，線上進行「性

別平等教育大學測」，全面宣導

性別平等意識及敏感度，以營

造性別平等友善的教育環境，

30場活動之滿意度平均為

92.8%(達成率103%)。 

無 

5.108年舉辦三場次國際

志工暨服務學活動，透

過活動引導學生志工

參與國際事務。預計40

人次志工參與，學生正

5.108年舉辦三場次國際志工暨

服務學活動，透過活動引導學

生志工參與國際事務。計有42

人次志工參與(達成率105%)，

學生正向學習成效達96%(達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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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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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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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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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學習成效達95%。 成率101%)。 

6.精進親善服務學習，辦

理至少15場次培訓課

程，為落實全人教育，

108年度校、內外服務

達40場次，其中至少10

場次為公益或社會服

務，親善服務學習年度

活動滿意度達90%。 

6.108年度共辦理基礎接待、進階

禮賓、國際禮儀、口語傳播、

危機處理等多元培訓課程達

18場次(達成率120%)，校內外

服務達65場次(達成率163%)，

其中15場次為公益場次；本年

度受培育之學子亦達62名，活

動成效及培訓成效經親善服

務精進學習群幹部考評通過

率達96.87%，整體活動滿意度

(5 分 制 ) 達 滿 意 以 上 為

94.71%(達成率105%)。 

無 

7.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

每年至少1,000人完成

訓練；醫藥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出隊次數20場

次以上，年度目標服務

1,000人次，參與學生滿

意度達80%以上。 

7.本校已與66所學校機關(國中

小、幼稚園等)及45間不同類型

社會福利機構建立服務學習

合作模式(較前期成長11所學

校、14間機構)，108年度完成

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人數

達1,132(達成率113%)，醫藥專

業服務學習課程出隊達超達

22場次以上(達成率110%)，目

標服務達1,651人次 (達成率

165%)，各項學生參與服務學

習活動滿意度(5分制)達滿意

以上達89.20%(達成率112%)。 

無 

學生輔導

及就業 

目標八、提

升高教公共

性，善盡大

學之社會責

任 

執行策略8-

2：實踐人文

關懷與在地

創新的社會

責任 

落 實

學 生

的生、

職 涯

輔 導

工作，

提 升

學 生

專 業

知能，

1.輔導施作「教育部大

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檢測：有效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

職涯發展方向，以具

備正確的職場就業能

力，俾便畢業後與職

場接軌順利就業。 

2.定期邀請業界主管、

校友返校舉辦職涯規

P76 

｜ 

P79 

【質化】 【質化】  141 55 95 150 1.58% 

1.輔導學生進行「教育部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

台（ucan）」檢測。施測

後由生涯導師進行職

涯輔導。IR辦公室分析

共通職能表現後，將分

析結果建置於本校之<

雲端視覺化互動查詢

平台>，提供各系所查

1.輔導學生進行「教育部大專校

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檢

測。施測後由導師進行職涯輔

導。IR辦公室分析共通職能表

現後，將分析結果建置於本校

之<雲端視覺化互動查詢平台

>，提供各系所查詢，以作為課

程設計之參考。另透過課程設

計與導師輔導規劃，讓學生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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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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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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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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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策略8-

3：提供弱勢

學 生 習 機

會，確保教

育資源平等 

執行策略8-

4：參與在地

高中適性發

展，扎根社

會發展基礎 

執行策略8-

6：推廣服務

學習及國際

志工之參與 

培 養

學 生

軟 實

力 與

達 到

學 用

合一 

劃經驗分享講座及活

動。 

3.相關系所定期舉辦校

外企業參訪活動，透

過實地參訪與互動，

協助學生瞭解企業現

況及產業脈動，提升

畢業後之職場競爭

力。 

4.強化「雙軌導師制度」

及輔導工作，規劃建

置北港分部「書院導

師」制度，招募具備服

務熱忱之北港任課老

師，每月至北港分部

舉辦座談、團體輔導、

經驗交流等活動，協

助同學解決問題或即

時轉介，擴大輔導成

效。 

5.推展均衡課外活動發

展，將本校六大屬性

社團活動視為整體教

育之一環，透過社團

博覽會讓學子認識不

同社團的內涵；辦理

各項社團訓練研習，

讓學子從中學習社團

經營。而社團評鑑的

落實更讓社團學子審

視社團經營及知能的

學習成效。  

6.拓展多元化的服務學

習課程及社團公益服

務，培養學生溝通與

領導能力，提供醫藥

詢，以作為課程設計之

參考。另透過課程設計

與生涯導師輔導規劃，

讓學生提早規劃職涯

發展方向及提升職場

就業能力。 

早規劃職涯發展方向及提升職

場就業能力。 

2.邀請業界主管、專家學

者及校友返校，舉辦提

升職場軟實力、求職能

力及認識工作趨勢等

職涯輔導活動，讓學生

能及早規劃未來職涯

方向，強化就業競爭

力。 

2.邀請業界主管、專家學者及校

友返校，舉辦提升職場軟實力、

求職能力、認識工作趨勢及職

場經驗分享等活動，讓學生能

及早規劃未來職涯方向及提升

就業競爭力。 

無 

3.辦理校外企業參訪活

動，協助學生提早瞭解

企業現況及產業脈動，

建立正確職業觀念，以

適應未來職場需求，提

升畢業後之就業機會 

3.透過企業參訪，除了對於實地

生產流程及研發狀態能更了

解，並藉此深入接觸企業文化、

職場環境、公司發展與產業趨

勢。讓學生能更貼近職場，也

增進對未來職涯的規劃及就業

方向參考。 

無 

4.持續滾動修正「雙軌導

師制度」及輔導工作，

讓導師制度能落實對

學生課業、生活及職涯

之輔導。規劃北港書院

導師系列活動，藉由學

生社會實踐、宿舍生活

營造、在地活動連結等

項目，拓展本校北港分

部共食、共住、共學的

書院理念。 

4.1.為完善導師制度，落實學生

輔導工作，參考導師相關建

議，於108學年度修正導師制

度，以達建立良好師生互動，

協助學生生職涯發展。 

4.2.108年度透過北港書院系列

活動的方案執行，結合本校

導師與北港分部的書院導師

共同帶領大一學子們實際體

驗與辦理活動，強化學子團

體合作、體驗省思與實踐並

拓展北港分部共食、共住、共

學的書院理念。 

無 

5.舉辦社團博覽會，讓社

團能展現特色與自主

5. 108年辦理「Fun膽不社限」社

團博覽會兩場次，展現社團特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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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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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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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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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專業知識，積極

參與社區服務活動，

以拓展學生視野及建

立學生正確之人生價

值觀。 

管理及未來規劃，藉由

社團博覽會傳遞給在

校生與新生探索與了

解參與社團的學習。 

色及豐富性。透過社團博覽會

活動，校內個職，感受學生社

團的活力與創意，同時提供社

團交流互動場域、感受各社團

動靜皆宜的社團盛況，讓新生

有探索參與的學習。  

6.舉辦評鑑並強化學生自

治組織暨社團團隊精

神與責任感，以促進社

團活動進步與發展，提

升社團自主管理及活

動品質。 

6.辦理兩場次社團評鑑，透過社

團參與評選暨觀摩活動之過

程，建構各社團相互交流與學

習之場域，以提升學生社團之

經營品質及活動辦理成效。並

持續引導學生對於社團活動

的重視，促進學生社團之永續

發展，強化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之教育功能，提升大專學生進

行社會參與之多元能力。 

無 

7.社團培訓活動則以社團

自主管理理念、強化人

才培育為目標，培育社

團幹部領導管理能力。 

7.108年度規劃未來領導人工作

坊及社團經營培訓課程，強化

學生於社團管理知能，同時擴

及至未來職涯推展之軟實力

建立，包括團隊活動力、領導

與創造力、社團粉絲經營、企

劃撰寫課程、團隊凝聚與分工

及社團行銷課程。 

無 

8.辦理醫藥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及志工自主團隊服

務活動，並積極拓展服

務合作之機構。透過服

務學習成果發表會及輔

導服務隊參與全國性服

務性競賽，以建立服務

學習觀摩交流平台，並

精進自主管理及團隊合

作能力。 

8.本校108年積極輔導服務性團

隊融入「公共衛生」、「口腔衛

生」、「營養推廣」、「運動防

護」、「疾病防治」、「用藥安

全」…等不同衛教元素，投入

各社福機構及國中小學落實

服務學習，最具特色的是本校

各服務性團隊的反思帶領結

合學生社團活動，以推展並落

實服務學習精神，108年度杏

服醫服務隊、口腔衛生服務

隊、小神農藥事服務隊及國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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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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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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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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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獲教育

部青年志工推動計畫全國最

高獎助肯定 

【量化】 【量化】  

1.108年度一年級ucan大

專校院職能平台施測率

預計達99.0%，施測整

體滿意度預計達80%以

上。 

1.108學年度一年級新生ucan大

專 校 院 職 能 平 台 施 測 率

100.0%(達成率101%)，施測整

體 滿 意 度 84.4%( 達 成 率

106%)。 

無 

2.預計舉辦職涯規劃及輔

導相關活動45-51場。 

2.舉辦職涯規劃及輔導相關活動

51場。(達成率100%) 

無 

3.預計辦理校外企業參訪

活動4-5場，每場參加同

學對於參訪內容的滿意

程度達80%。 

3.辦理校外企業參訪活動6場(達

成率120%)，每場參加同學對

於參訪內容的滿意程度皆有

80%以上(達成率100%)。 

無 

4.舉辦師生參與之特色導

生活動2場次以上，以精

進師生情誼，另師生攜

手進行服務學習公益活

動至少5場次，善盡社會

責任。被服務人數達200

人次以上。 

4.108年度書院導師方案特色活

動辦理，如醫學生聯合活動、

創意活動達人、新生時空膠囊、

宿舍聖誕活動等7場次；搭配附

設醫院辦理樂智社區據點長輩

服務6場次(達成率186%)，被服

務長輩達240人次。 (達成率

120%) 

無 

5.導師每學期對導生進行

之輔導並登打導師輔導

紀錄表至少1次，並召開

班會或導生聚至少1次。 

5.落實生職涯輔導功能，協助並

輔導學生適性發展及提升就業

能力，導師每學期均對導生進

行輔導且登打導師輔導紀錄表

至少1次，並召開班會及導生聚

至少1次。(達成率100%) 

無 

6.108年舉辦2場社團博覽

會，台中本部預計超過

50個社團參與；北港分

部預計超過20個社團參

與，總計參與人次2,000

人。 

6.108年舉辦2場社團博覽會，台

中本部44個社團參與靜態展

覽、16個社團參與動態表演；

北港分部20個社團參與靜態

展覽、19個社團參與動態表

演，參與展覽、表演及觀看者

總計超過人次2,000人。(達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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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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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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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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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100%) 

7.社團評鑑，預計達80個

社團參與，參與人數達

240人。 

7.108年度社團評鑑共82個社團

參與(達成率103%)，參與人數

達246人(達成率103%)。 

無 

8.社團培訓活動預計辦理

50場次，參與人數達500

人。 

8.社團培訓活動辦理93場(達成

率186%)，參與人數超過682人

(達成率136%)。 

無 

9.輔導社團共同參與服務

學習活動達100場次以

上，服務場域含括跨社

福機構、教育單位、醫

療機構及社區四類，被

服務人次至少達10,000

以上。 

9.108年度輔導本校社團參與服

務學習活動共計119場次(達成

率119%)，服務場域跨社福機

構、教育單位（國中、小及幼

稚園）、醫療機構及社區，被服

務人次達19,660人次(達成率

197%)。 

無 

學生輔導

及就業 

目標八、提

升高教公共

性，善盡大

學之社會責

任 

 

執 行 策 略 

8-1：參與公

共 安 全 政

策，善盡醫

科大學社會

責任 

執行策略8-

5：配合社會

發展趨勢，

營造樂齡健

康生活 

推 動

三 段

五 級

預 防

觀念，

建 構

安 全

校 園

與 健

康 學

習 之

環境 

1.定期辦理生動、多元

之健康促進活動，引

導學生瞭解健康相關

議題，期能融入日常

生活中進而推動健康

行為。 

2.推動自主健康體位管

理，鼓勵教職員生健

走，定期測量並檢視

體位、體脂肪等變化。

評估教職員生健康情

況，結合營養系、運動

醫學系等資源辦理體

位控制等相關課程。 

3.持續宣導教職員生對

於吸菸危害認知及拒

絕菸害觀念藉此維持

全校及附設醫院全面

無菸環境 

4.加入空氣汙染之議

題，辦理相關課程或

是活動，提高師生對

P79 

｜ 

P80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持續強化全校師生對影

響健康行為重要因素的

認識與理解，鼓勵教職

員生培養健康飲食習

慣、運動習慣以及健康

體位自主管理，持續推

動健康活力校園。 

1.利用講座、實作課程、諮詢服

務、體脂計測量服務、提供手

冊、衛教單張等方式，持續鼓

勵教職員生健康自主管理，培

養健康生活習慣。 

無 

2.持續強化全校師生菸害

防制觀念並能落實無菸

活力校園。 

2.持續無菸校園傳統，校園各出

入口皆有明顯標示，並持續與

附設醫院合作辦理菸害防制講

座及戒菸門診轉介。 

無 

3.藉由辦理防災教育宣導

及演練，建立全校師生

災害應變觀念及能力。 

3.為建立師生災害應變觀念及能

力，辦理防災教育宣導，邀請

救災經驗專家，講授災害相關

常識，並藉由防災演練，加強

學生災難求生技能。 

無 

4.新生定向輔導課程實施

防災教育宣導及演練，

使新生了解災害時逃生

保命要領。 

4.使新生了解學校可能發生之災

害類型，藉由防災專業人員說

明災害特性及面對災害時正確

的應變措施，培養基本求生知

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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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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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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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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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議題之重視。 

5.邀請防災專家蒞校講

授防災處置及經驗分

享，定期舉辦校園防

災、疏散演練，據以因

應各類校園災害事故

發生時，能有效預防、

減災、復原，以建構友

善校園及維護校園安

寧。 

6.加強交通安全宣導，

預防事故發生。 

5.辦理交通安全宣導活

動，並於新生定向輔導

課程及導師會議，實施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加

強師生交通安全知能，

培養守法觀念，降低車

禍意外事件發生。 

5.為降低學生交通意外發生事

件，藉由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

導活動，邀請交通安全相關專

長人員，講授交通安全法規及

說明車禍事件處理經驗，強化

交通安全知能，以減少意外事

件發生。 

無 

【量化】 【量化】  

1.持續推動健康飲食與健

康體位議題之講座、運

動課程(Lady’s Hours)、

減重競賽、體位自主管

理、衛教宣導等活動，

預計辦理40場次，參與

師生期能達6,000人次。 

1.本年度辦理新生及全校教職員

生外食健康、健康飲食、健康

減重、運動有氧課程、減重競

賽、健康生活管理等衛教宣導

活動，共40場次(達成率100%)，

參與人數約 6,200人 (達成率

103%)。 

無 

2.持續推動菸害防制與空

氣汙染議題之講座、海

報展示、戒菸金句競賽

等活動，預計辦理7場，

期能達6,000人次。 

2.本年度辦理新生電子煙害宣

導、世界無菸日空汙菸害宣導、

反菸海報展等活動，至校園周

邊商家發送無菸貼紙，強調「吃

飯無菸味、清新好滋味」，並結

合服務隊至偏鄉社區宣導菸的

危害，共辦理7場活動，參與人

數達6,100人。(達成率102%) 

無 

3.每年至少辦理防災教育

宣導及演練2-3場次，參

加人員期能達1,000人

以上。 

3.108年辦理防災安全教育活動3

場次，計1,475人。 (達成率

148%) 

無 

4.每年至少辦理交通安全

宣導活動3-4場次，預期

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4.108年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相關

活動4場次，計1,155人。(達成

率100%) 

無 

學生輔導

及就業 

目標二、領

航 教 學 創

新，厚植師

生實力型塑

學校特色 

執行策略2-

提 升

學 生

取 得

專 業

證 照

能 力

1.落實證照輔導機制，

提升國考通過率，辦

理學生參加國家考試

證照輔導補助計畫，

加強辦理核心能力考

試，提升學生專業知

P81 

｜ 

P82 

【量化】 【量化】  0 0 0 0 0 

1.本校108年共10類專業

證照考試，有9類證照考

試錄取率高於全國平

均。全校108年度專業證

照平均通過率達86%。 

1.本校108年共10類專業證照考

試，有9類證照考試錄取率高於

全國平均(達成率100%)。全校

108年度專業證照平均通過率

達87%(達成率10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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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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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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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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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邁向「專

業勝任能力

導向」教育 

及 強

化 就

業 競

爭力 

能，培養稱職就業專

才。 

2.系所成立見實習委員

會，採三級制，由校、

院、系層層輔導，規劃

及監督學生見實習分

發，見實習輔導計畫

之執行。 

3.各系為提升臨床教學

品質，建立「課程委員

會」以負責規劃課程

(包含實習課程)。實習

課程實施後，系課程

委員會定期蒐集實習

學生、訪視教師，見實

習單位導師、見實習

單位等之意見，及成

效作為課程及實習單

位調整的參考。 

4.實施問卷調查，了解

學生對實習單位教師

的教學及校外實習合

作機構對實習學生之

滿意度，以評值學生

學習成效，作為改進

實習方式及提升專業

技能之參考。 

5.課程及臨床教學依醫

學及科技進步需與時

俱進，緊密相連學生、

授課教師、實習單位

之關聯性，有效回饋

並改善教學。每一實

習課程安排教師多次

訪視實習機構，並隨

時與實習單位溝通，

2.各系所每學期至少召開

一次課程委員會、所務

會議及見實習委員會，

蒐集學生、訪視教師，

見實習單位導師、見實

習單位等之意見及實習

成效，作為課程修正及

實習單位調整的參考。 

2.108年度各實習單位每學期均

已召開至少一次課程委員會、

所務會議或見實習委員會，蒐

集內部及外部意見，作為課程

及實習單位調整的參考。(達成

率100%) 

無 

3.實施問卷調查，以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改

進實習方式及提升專業

技能之參考。每年問卷

回收率維持80%以上。 

3.108年度各實習單位實施問卷

調查，問卷回收率92.8%。(達

成率116%) 

無 

4.教師訪視見實習單位，

每學期2次以上，以提升

臨床教學品質。 

4.108年度各實習單位教師訪視

每學期2次以上。(達成率100%) 

無 

5.學生對校外見實習課程

之滿意度每年維持85%

以上。 

5.108年度各實習單位實施實習

課程滿意度調查，實習課程滿

意度92.5%。(達成率109%)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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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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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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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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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學品質。 

6.落實學生見、實習成

效評值及檢核，協助

各系所進行及安排學

生見實習，培育實務

專業技能。 

學生輔導

及就業 

目標八、提

升高教公共

性，善盡大

學之社會責

任 

執行策略8-

3：提供弱勢

學 生 習 機

會，確保教

育資源平等 

建 立

畢 業

生 追

蹤 機

制，掌

握 畢

業 流

向，善

用 雇

主 回

饋 意

見 

1.107年度開始使用本

校之「畢業生流向追

蹤問卷系統」(含就業

滿意度),針對畢業滿

1.3.5年畢業校友,進行

畢業後流向及就業滿

意度調查,並結合校務

研究相關資料,進行分

析,將分析結果回饋各

系所 ,以作為教學設

計、課程改革及就業

輔導之參考。 

2.持續辦理「畢業校友

雇主滿意度問卷調

查」：藉由雇主滿意度

之檢核，蒐集相關資

料回饋各系所，納入

課程改善及規劃機

制，強化職場接軌能

力。 

P82 

｜ 

P83 

【質化】 【質化】  0 0 0 0 0 

1.108年度「畢業生流向追

蹤問卷系統」將對106學

年度畢業滿一年、104學

年度畢業滿三年及102

學年度畢業滿五年之畢

業校友，進行畢業後流

向調查及就業滿意度調

查，由校務研究辦公室

進行分析，將分析結果

建置於本校之<雲端視

覺化互動查詢平台>及

回饋各系所，作為課程

設計、教學方法及就業

輔導之參考與修正。 

1.108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

調查」,調查對象為106學年度

畢業滿一年、104學年度畢業滿

三年及102學年度畢業滿五年

之畢業校友，藉由問卷了解畢

業生的動向及發展，並蒐集畢

業生的建議，提供各系所作為

學校課程規劃、教學品質改進

或人才培育方向規劃之參考。 

由校務研究辦公室進行資料分

析，並將前一年的分析結果建

置於本校之<雲端視覺化互動

查詢平台>，提供各系所查詢。 

無 

2.辦理「畢業校友雇主滿

意度問卷調查」：期藉

由雇主之檢核，蒐集雇

主之意見，資料分析統

計後，納入課程改善及

規劃機制，強化職場接

軌能力。 

2.透過聘用本校校友之企業、醫

療院所雇主對校友工作的整體

表現實施滿意度問卷調查 ,期

望藉由雇主之檢核提供意見，

檢視業界對校友的工作態度與

專業能力之看法，將回饋意見

納入課程規劃之參考，以提升

學生就業力及學校競爭優勢。 

無 

【量化】 【量化】  

1.「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

系統」預期填答率分別

為，畢業滿1年達80%以

上、畢業滿3年達75%以

上、畢業滿5年達65%以

上。 

1.108年度調查之對象為106學年

度畢業滿一年、104學年度畢業

滿三年及102學年度畢業滿五

年之畢業生(含僑、陸生及外籍

生)，填答率分別為84.5%(達成

率106%)、77.4%(達成率10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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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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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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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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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71.6%(達成率110%)。 

2.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回

收數預計200份以上 

2.108年共計201個單位回覆。(達

成率101%) 

無 

學生輔導

及就業 

目標三、促

進多元發展

培育高階人

才 

執行策略3-

1：深耕研究

生培育，推

動逕讀博士

學位 

培 育

菁 英

高 階

人才，

促 進

研 究

生 多

元 發

展 

1.為協助學生依其性向

與生涯發展目標，提

供學生研究職涯發

展，訓練學生研究計

劃執行能力，落實跨

領域之多元化訓練。 

2.提供研究生助學金經

費挹注，協助研究生

專心於研究及學業，

在 指 導 教 授 與 co-

mentor共同指導下，

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與

教學經驗，提升研究

生研究與教學能力。 

P83 【質化】 【質化】  70 70 0 70 0.74% 

108學年度配合獎助學金

辦法修訂，持續補助研究

生，協助研究生專心於研

究及學業，並在指導教授

與co-mentor共同指導下，

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與教

學經驗，以提升研究生之

研究與教學能力。 

108學年度配合獎助學金辦法

增、修訂，持續補助研究生，支

持其安心、專心從事研究工作、

發揮潛能，並在指導教授與co-

mentor共同指導下，訓練學生邏

輯思考與教學經驗，強化人才育

成及能力活用。 

無 

【量化】 【量化】  

研究生助學金補助人數

達450人以上。 

研究生助學金補助人數達459

人。(達成率102%) 

無 

總計 
（A） 

$9,456       
$4,306          $ 5,150        

（C） 

$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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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7 月所報「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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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