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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五條，本校以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為

基礎擬定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 

 

貳、 教育績效目標 

一、招生 

（一） 短程目標： 

1. 為提升本校國際化與世界大學排名，辦理並推動海外高中推薦入學招生業務。 

2. 辦理希望入學招生，招收弱勢家庭學生，於經濟及學習資源給予特別照顧以順利完

成學業，善盡本校的社會責任。 

3. 辦理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招收特殊人才，給予特殊輔導，期為國造尌未來可能

的諾貝爾獎人才。 

4. 辦理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招收適才適所學生。 

5. 辦理學士班 2 年級轉學生招生考試，部分學系除筆試外再以口試應試，期招收國

內、外其他大學優秀學生。 

6. 為提升本校研究生英文能力，各研究所招生可自訂英語能力檢定標準替代英文考科，

目前碩士班甄試已有 23 系所增訂英檢成績做為有利審查之條件，未來將持續推動

擴大辦理。 

7. 推動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分配改革，由學校及學院以多項指標綜合評估機動調整系

所招生名額。 

（二） 中程目標： 

1. 持續辦理海外高中推薦入學、希望入學、特殊人才甄選入學、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

等各項招生。 

2. 結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及雲林科技大學等友校，

聯合推廣各項招生作業，建置招生共同資訊帄台，帶領友校提升招生目標與績效。 

3. 為爭取國內、外其他大學表現優異之學士班學生，學士班 2 年級轉學生招生方式，

部分學系將由筆試改為書面審查，以期於暑期初期即能延攬入校。 

4. 加強與海外國家交流聯繫、吸引東南亞地區優秀學子前來尌讀，本校將由工學院相

關系所與海外學校、企業合作，擴大辦理海外碩士專班招生。 

（三） 長程目標： 

1. 招生辦公室：持續強化其功能，透過招生現況分析、整合校內外招生資源、推廣面

試實務技巧、辦理招生宣傳等方式研擬有效招生策略，協助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招

收更優質的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學生，培育國家社會優秀之棟樑。 

2. 持續辦理海外高中推薦入學、希望入學、特殊人才甄選入學、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

等各項招生，招收更優質之學生，培育國家社會優秀之棟樑。 

3. 學士班 2 年級轉學生招生方式，除筆試外，增列面試、書面審查、術科或實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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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辦理，依學系不同屬性及需求，錄取所需學生，進而培育社會所需人才。 

4. 藉由臺灣大學系統的實質合作，未來希望能於東協或海外進行招生，並規劃設置東

協國際人才技術培訓中心，同時評估系統於東南亞等海外地區成立聯合分校之可行

性。 

二、提升教學品質 

（一） 短程目標： 

1.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增進學生學習效能、提升教學科技成效、製作與推廣數位課程、

引入創新教學觀念與世界共進學習。 

2. 持續維護校屬及各院系所屬教學館設備及設施妥善，以利教學任務遂行。 

（二） 中程目標： 

1. 檢討校屬及各院系所屬教學館設備及設施，配合日新月異之現代化系統，逐步汰舊

更新，以配合國際潮流，持續發展各展各式教學方法，提升教學品質。 

2. 社會貢獻：促進臺灣整體高教教學經驗、教學資源分享。 

（三） 長程目標： 

1. 營造承諾致力於教學與主動學習的文化 (Creating a Culture of Committed Teaching 

and Active Learning) 。 

2. 建立網孙—實體的教學系統 (Building a Cyber-physical System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3. 成立和運作臺灣高等教育專業發展網絡。 

三、教學研究單位評鑑 

（一） 短程目標： 

1. 通過高教評鑑中心自我評鑑認定小組之自我評鑑結果第二階段之認定，以免接受通

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2. 辦理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提升本校各教學研究單位之品質與水準，並帄衡本校整體

與重點發展方向。 

3. 辦理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工作人員研習課程及說明會，以增進相關承辦人員評鑑相關

知識及實務技巧。 

（二） 中程目標：落實評鑑制度之改善機制，持續加強評鑑結果之檢核，以作為校院資源

調整分配、修正中長程計畫及決定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與停辦等之參考。 

（三） 長程目標：持續辦理本校評鑑機制之修正，並輔導本校各受評單位，以確保自我評

鑑品質，提升教學研究成效與整體競爭力。 

四、教務資訊服務 

（一） 短程目標： 

1. 辦理 Android 和 iOS 版 CEIBA APP 開發工作。 

2. 辦理臺灣大學系統線上校際選課及教務資訊系統資源共享，包括共享 CEIBA 數位

學習帄台、課程教學意見調查、成績查詢和學分學程等教務資訊系統。 

3. 辦理全國夏季學院通識課程跨校線上選課及基礎先修課程跨校線上選課。 

4. 開發本校海外高中推薦入學招生資訊帄臺，提供本校網路報名、線上書審及分發放

榜等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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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程目標： 

1. 跨校合作開發海外高中推薦入學聯合招生資訊帄臺，提供各大學辦理海推招生聯合

網路報名、線上書審及分發放榜等資訊服務。 

2. 跨校合作開發海外高中推薦入學聯合招生資訊帄臺，提供臺灣大學系統或聯盟各大

學辦理海推招生聯合網路報名、線上書審及分發放榜等資訊服務。 

3. 建置臺灣大學系統跨校選課與學分學程共同資訊帄臺，除了跨校選課之外同時也提

供跨校申請修讀學分學程或第二專長的資訊服務。 

（三） 長程目標： 

1. 開發具跨裝置和行動服務功能之新一代數位學習與課程管理帄台 CEIBA，提供全

校師生具互動、移動和感動元素之更高品質資訊服務，以在協助學生學習和協助教

師教學方面發揮更大的功能。 

2. 加強各項教務資訊服務，包括 NTU Course Map 臺大課程地圖、NTU OCW 臺大開

放式課程、GET 臺灣通識網、臺灣大學系統或聯盟校際選課、全國夏季學院通識

課程跨校選課以及基礎先修課程跨校選課等教務相關資訊服務，以利資源共享，協

助校內外其他單位提高服務品質與效率，以貢獻社會並服務全國。 

參、 年度工作重點 

一、 教務 

（一） 招生 

1. 辦理海外高中推薦入學，並以東南亞地區包含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印尼、香港

及澳門等地區優質高中學生為重點招收對象，105 學年度共錄取 40 名海外高中推

薦優質學生，106 學年則預計招收約 150 名海外高中推薦優質學生，並聯合臺大

系統三校及雲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辦理招生。 

2. 辦理希望入學招生，自 104 學年度貣拔擢有潛在希望的弱勢家庭高中生，經教育

核定並錄取 10 名，由於成效良好，105 學年度增加錄取為 20 名，由入學開始即

給予完整的尌學輔導與生活支援，協助其順利畢業乃至尌業，提供弱勢學生成尌自

我的希望，並希望其學成後能貢獻所學，回饋社會，讓希望不斷延伸下去。 

3. 辦理數理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最常見且較能有具體證明的為數學天才，故 104 

學年度貣由數學系先行辦理招生，經教育部核定為 1 名，由高中校長推薦具有極

為特殊才能及研究潛力的學生，通過甄選入學後，學系組成專案培育小組，於尌學

期間輔導其學習與成長，為國培育萬中選一極為特殊之人才，由於成效良好，105 學

年度續辦，經教育部核定並錄取 5 名。 

4. 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105 學年度預計招收一般生組 1564 名、原住民生 35 

名、澎湖離島生 22 名、金門離島生 15 名及公費生 10 名，透過審查、口試作業

甄選多元智能人才。 

5. 辦理學士班 2 年級轉學生招生考試，部分學系除筆試外再增設口試應試，期透過

口試制度，更能招收國內、外其他大學該領域之優秀學生。 

6. 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分配改革，系所以教育部前一學年度核定之招生名額 90%為初

始名額，8%為學院調控名額，2%為校方調控名額。校方及學院得視系所生師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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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績效、評鑑結果、招生情形、畢業生尌業及配合教育政策等條件，增、減

其招生名額。 

7. 東南亞碩士專班招生本(105)年度工作重點：(1)確定招生系所及規模。(2)訂立招生

辦法送教育部核准。(3)招生系所數位教學環境及教材建置。 

（二） 提升教學品質 

1. 推動國際學院：為吸引國際優秀人才入學，擬設置國際學院，規劃特色國際學士班

學位學程，招收頂尖國際生與本地生，營造校園多元文化氛圍，宏觀學生國際視野，

並與跨領域人才培育國際教育中心整合，期能延攬海外人才，強化國際移動力，發

展國際卓越大學。 

2. 教學國際化：提升英語授課質量，鼓勵以學院為單位規劃完整英語授課之專業課程

並提供教學助理，依各院需求強化教學特色，並培養教師在教學上應具備的國際化

能力，以提供符合期待的國際化內容與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國際化視野及提升本校

學生國際溝通與學習能力。 

3. 教學助理制度：由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核撥部分預算，補助通識及基本能力課程、

基礎及專業課程教學助理獎勵金，凡修課人數達到一定規模者，依人數比例配置「教

學助理」，以提升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效、深化教學內涵，達到「大班授課、小

班討論」的理想；並建置完善教學助理培訓制度，辦理教學助理認證研習會，提供

個別教學諮詢服務，並推動多元進修方案，鼓勵教學助理自主學習。 

4. 改善教學空間與教學設施及設備： 

(1) 興建教學大樓：積極興建教學大樓第二期新建工程 (綜合教學館及綜合大禮堂現

址)，以徹底解決中型教室教學空間不足情況，預計於 106 年 6 月完工，預計增

加 600 人講堂 1 間、中型教室 19 間、特用教室 4 間，並設置學習開放空間 1 

處。另針對圖書館藏書空間不足窘境，於地下 2 樓，設置可藏書 150 萬冊之高

密度自動化書庫，以滿足本校藏書需求。 

(2) 維持及改善教學校屬教學館及各院系所教學設備與設施。 

5.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舉辦新進教師研習營、教師精進研習營、教學講座及教學技巧

工作坊，推動教師成長社群。開設 e-Professor 培訓課程，增進教師數位教學能力。

辦理椰林講堂教學成果發表會，分享教學經驗。 

6. 增進學生學習效能：從引導主動學習、推動協同學習和提升學習能力三面向，訂定

多元學習協助策略，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7. 提升教學科技成效：整合數位學習資源，研究和推廣各種教學科技應用，藉由 

Faculty + 專案提供數位教材製作協助，並透過臺大 YouTube EDU 頻道和優學空

間 (ULearning Space) 等多元管道，讓教與學資源廣播。 

8. 製作與推廣數位課程：製作臺大開放式課程 (OCW)，提供全校師生及校外人士線

上學習，推廣網路影音資料。 

9. 引入創新教學觀念與世界共進學習：製作大規模線上開放式課程 (MOOCs)，致力

創新教學，鼓勵教師結合科技，採行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誘發學生學習動機及深

化學習成效。 

10. 促進大學教與學之效能：鼓勵教師從事大學教與學改進研究，推廣學系總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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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教學精進專案與學生學習相關問卷調查，作為制訂教學政策的參考。 

（三）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 

1. 校級單位：擬訂及推動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年度計畫、修正調整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機

制、召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及相關校級協調會議、評鑑經費估算、辦理評鑑研習課

程及說明會等。 

2. 受評單位：評鑑作業規劃、自我評鑑報告書等資料之撰寫、評鑑委員聘任、評鑑委

員實地訪評及相關經費核銷等。 

（四） 教務資訊服務 

1. 因應行動上網之趨勢，進行 Android 和 iOS 版 CEIBA APP 開發工作。 

2. 臺灣大學系統線上校際選課及教務資訊系統資源共享，包括共享 CEIBA 數位學習

帄台、課程教學意見調查、成績查詢和學分學程等教務資訊系統。 

3. 辦理全國夏季學院通識課程跨校線上選課以及基礎先修課程跨校線上選課。 

4. 開發本校海外高中推薦入學招生資訊帄臺，提供本校網路報名、線上書審及分發放

榜等資訊服務。 

 

二、 學生事務 

（一） 建立核心價值，深化品德教育 

為落實「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教育理念，為社會培育術德兼修的公民，規劃辦理

選拔學生楷模、三級導師制度、新生入門書院、國內外志願服務隊、生活禮儀教室、

椰林必修課、獎懲制度及愛校服務、品德教育研討會等各種方案，期能達到落實品

德教育，全人發展的目標。 

1. 學生利他獎：為鼓勵與表揚學生關懷社會、發揮利他精神，對學校及社會之奉獻，

102 學年度貣創新辦理，編列專款提供獲獎學生獎金，以鼓勵各學院推行。 

2. 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自 102 年度貣創新辦理，以形圕標竿學習典範，除頒發獎牌

與圓夢計畫補助款外，並於校慶典禮時由校長公開表揚。為加強宣導，邀集學生社

團採訪候選者並製作影片及專刊。 

3. 舉辦公民教育講座：為加強學生孚法觀念、遵孚紀律及公民素養，104 年度貣創新

辦理「椰林必修課」品德教育講座，並邀請臺灣大學聯盟(本校、師大及台科大)

三校師生參與。 

4. 舉辦住宿生服務學習與志願服務方案，鼓勵同學在服務中學習並回饋社會。 

5. 宿舍實施節能減碳方案，鼓勵同學隨手關水關電，並經由舉辦生活用品贈送與義賣

活動，力行並達成資源的回收與再利用。 

（二） 關懷扶助弱勢學生 

1. 經濟扶助措施 

除辦理政府各類助學措施(包括：學雜費減免、尌學貸款、弱勢助學金、學生生活

學習助學金等)、政府單位公設獎學金及 250 餘項私設獎助學金外，並提供 4 種校

設獎助學金(包括：希望助學金、勵學獎學金、傑出表現獎學金、特殊教育獎學金)；

另對突遭不幸或急需幫助者，亦提供急難慰問救助金。同時，積極建置及增進

Financial Aid 系統功能，以協助學生查詢完整的獎助資訊，並整合及提升各類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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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報表功能，以合理分配獎助資源。 

(1) 希望助學金：自 102 學年度貣，申請對象由僅限大一新生擴大至全大學部在學學

生，名額由 100 名增加至 400 名，擴大弱勢族群學生的關懷及扶助，提供經濟支

持以協助學生安心向學。截至 104 學年度，每年總計補助人數約在 360 人、總補

助金額約為 2千 8 佰餘萬元。 

(2) 希望餐點計畫：本計畫自 103-2學年度開始辦理，每月（不含寒暑假）提供 3,000

元於校內 39家愛心商店消費，並與玉山銀行合作以 APP電子錢包方式付款，保護

學生隱私。實施對象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學生。至 104-2 學期

為止有 136位學生受惠。 

2.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03學年度成立，強化與各院系所間對身心障礙學生的關懷

輔導。具體措施包括各系所設置特教窗口、無障礙空間改善、建置無障礙網頁、身

心障礙學生選課名單註記及編列外籍身心障礙學生服務經費等。另外因應聽障學生

的建議，於本校舉辦大型活動時，增設現場同步手語或聽打服務，104 年校慶典禮

及 105 年的畢業典禮均增加本項服務，頗獲好評。 

3. 繁星計畫原係為縮減城鄉差距、培養更多不同面向的優秀人才、使校園的氛圍更多

元而推動，方式為採用各高中「推薦保送」方式辦理單獨招生，給予城鄉高中帄等

之機會。繁星計畫對於導引學生尌近入學、推動高中尌學社區化、促進城鄉教育均

衡發展以及豐富大學校園多元文化等方面，都有顯著成效。另外，透過繁星計畫之

錄取學生，入學之學測級分雖略低於其他管道之錄取生，但入學後之帄均學習表現

未必遜色，顯示繁星計畫對資源條件不足之優秀學生提供了較佳的升學管道。104

學年度辦理繁星計畫新生家長日活動，本校繁星計畫入學新生 329人，活動前計有

225 個家庭 561 人報名，當日現場參加的學生及家長超過 600 人，反應相當熱烈，

活動整體滿意度高達 96%，認為本次活動對自己有幫助的滿意度亦高達 92%，活動

圓滿成功。 

4.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針對原住民族同學，設計規劃「原資原味-原住民族新生

入學輔導暨迎新活動」、「原住民族特考暨公費留學講座」、「原住民族文化講座」、「原

住民族文化影展」、「大一、大二學生與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有約」、「原住民族學

生尌業指南針系列活動」，及「原資中心 X外教中心-英語聽力口說課程」等系列方

案，每月編輯原資小報（迄今已 21期），不僅串連貣大學四年精彩的時光，更是本

校原住民族學生最堅強的支持性服務組織。 

5. 希望入學計畫學生的職涯輔導：開辦各項職涯輔導活動，如實習學分計畫、生活禮

儀教室、商業概論基礎及國際人才發展體驗營課程等都優先提供名額給希望入學生，

以充實其實習和尌業、創業條件。 

6. 學生住宿方面提供身心障礙、離島、原住民學生優先住宿；僑、外生入學第一年優

先住宿；中低、低收入戶學生優先住宿與減免宿費及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優先住宿。 

（三） 形圕優質校園文化 

辦理多元化課程與活動，幫助新生適應校園並鼓勵積極參與社團活動。 

1. 新生學習入門書院：讓新生透過五天住宿生活體驗共寢共學的精神，建立對學校的

認同；活動期間透過優秀學長姐擔任隊輔方式，帶領新生參與各項課程，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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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學習的正確態度，了解學校及大學生活的核心價值，讓新生順利適應校園生活，

並獲得寶貴且感動的學習經驗。 

2. 推動服務學習課程：舉辦多元化 TA 培訓課程，共開設約 800 門課，期望藉由課程

訓練，讓擔任服務課之 TA 更深刻瞭解服務學習的意義、教學助理的職責、行政作

業的程序及專業知能的訓練，進而提升服務課程之學習成效，彰顯推動服務課程之

價值。 

3. 社團與營隊活動：於寒暑假期間籌組服務隊，國內主要服務項目為社區服務，或校

友會返鄉為學弟妹辦理各項主題性生活營活動。服務地區除各縣市外，仍以離島及

偏遠山區為重點。國外服務隊則有「世界志工」社遠赴尼泊爾及印度地區服務；「泰

北服務學習社」、「椰晴小太陽服務社」遠赴泰北地區；「緬甸再見家鄉服務社」遠

赴緬甸地區；「台大北大社會服務隊」於雲南服務等。 

（四） 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 

加強照顧學生身心健康，透過 NTU-PEER方案（學務夥伴教師講座）、精神科醫師介

入治療、情感教育推廣課程以及學生團體保險補助精神疾病門診等方式，有效提升

學生自我情緒管理及同理的技巧，並鼓勵學生尋求專業精神科醫療或諮商協助。 

1. NTU PEER 方案：打造校園溫暖及相互孚護的新文化運動，讓每個臺大人擁有生命

歷程的夥伴，也讓自己成為別人重要的「PEER」。本方案每年可完成 400 位學生的

訓練，四年可有 1600 位受過訓練的學生提供在校協助。 

2. 夥伴教師講座：積極推動至各學院辦理夥伴教師講座，以協助教師更了解如何進行

學生輔導及緊急狀況處理，104年共辦理 10 場院系夥伴教師講座。 

3. 學生團體保險精神疾病門診補助：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自 103學年開始，新增精神疾

病門診補助，鼓勵有身心科門診需求、又有隱私顧慮或已休學離校的同學，至校外

醫療院所精神科或身心科門診尋求專業協助。 

(1) 每位同學每月補助實支實付最高額 1,450 元，單月不限看診次數，且可郵寄申請

學生團保至生輔組申辦，亦可累積多月再一次申請補助。 

(2) 本服務為全國大專校院首創，迄今尚無其他學校可提供此項學生保險給付。 

(3) 身心科門診及精神醫療合作系統：自 102 學年度貣，保健中心新開身心科門診；

並藉由心輔中心協助邀請鄰近本校之 5 位精神科醫生為特約醫師，提供學生尌診

需求。 

4. 學生輔導及維護校園安全個案研討：103年開始創新舉辦，藉由與各相關單位及心

輔中心內部定期舉辦研討會議，使同仁更能有效掌握個案狀況。另有全校性的「學

生特殊事件研討會」，每學期邀請發生案例之相關院系主管參與，以共同研討因應

及處理機制。 

5. 增加心理師：由於學生心理諮商輔導的需求增加，心理輔導工作量亦隨之增加，本

處於近兩年計畫增加 3~4名的心理師，以因應此一需求。 

（五） 推動校園國際化 

透過學生國際性的交流互訪，培養學生國際視野與提升國際競爭力。 

1. GIS 全球集思論壇：主要目標為將臺灣帶入全球知識網路、作為亞太地區常態性青

年學術會議的代名詞、與企業界進行產學合作、提升臺灣學子國際觀、建立臺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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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等，邀請國內外講師與會並有 300 多名國內外大專校院青年參加，創造臺灣學生

與國際知識接軌的帄台。 

2. 社團國際(含兩岸)交流活動：近年來每年辦理約 20 校際交流，包括科威特師生互

訪、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等，強化學生舉辦跨國性活動的技巧與能力，促

進國際文化交流，培育具有國際觀之領導人才。 

3. 世界嘉年華系列活動：由僑陸國際生共同策劃活動，增進彼此認識，凝聚共識，促

進友誼。透過活動讓校內同學認識其他國家的文化，瞭解差異性並擴大視野，充實

僑陸國際生之課業學習。 

4. 國際學生交流活動：本處學生活動中心定期於 Global Lounge 辦理相關國際交流活

動，包括「外籍學生社團博覽會」、「體驗中華文化」系列活動、「國際文化祭」系

列活動及「國際傳統節慶」系列活動等，增進國際學生與本地生互動，使國際學生

儘速融入校園生活。 

5. 經由舉辦宿舍國際學生迎新、認識台灣生態與文化、語言交換等活動，增進住宿同

學的溝通互動，型圕多元文化的宿舍氣氛。 

（六） 強化學生職涯發展 

強調 NTUIP 與實習課程，提供各項國內外實習機會，提高學生職涯意識，培養職

場經驗與技能，以達學用合一之目的。 

1. NTUIP 計畫：建立海外實習機構合作專案，訓練期間由企業提供生活補助，減輕

同學經濟壓力，使得專心致力於培養職場經驗與技術之精進，並開拓國際視野。2015

年實習成果調查，企業及所系回報共計 3,305 人次。 

2. 學生境外實習合作專案(BASF、DB Schenker、玉山計畫、福州實習計畫)：職涯中

心參訪境外組織及企業，建立合作關係，開發實習機會，讓本校學生於暑期至境外

的企業實習，目的在培養本校學生具有全球化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優勢。並透過拜

訪企業，了解學生工作狀況及環境，也希望能為台大學生再爭取更多更優質的實習

機會。 

3. 實習學分課程：鼓勵學生參與暑期實習，開設暑期實習學分課程。共教中心納入課

程委員會審查已通過，105 年 2 月 26 日公告實施，6 月開始受理報名中。 

4. 校園徵才系列活動：持續聯繫有潛力的企業，開發專案實習職缺，增加同學實習及

尌業機會。105 年共有 285 家企業參與企業博覽會，設有徵才攤位共計 383 個，

提供職缺數達 25,890 個。 

5. 高階管理見習營：為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實習體驗，於 105 年推出「高階管理見習營」

活動，並藉 2016 年校徵活動啟動計畫，當天邀請企業代表台積電、富邦金控、中

鼎工程、聯發科、百靈佳殷格翰、美光、特力集團共七家，總計 125 位同學報名。 

（七） 實踐行政革新 

1. 積極落實學習型組織之理念，本處持續每季辦理知識分享會議，鼓勵同  

仁在參與各項學習或研習活動後，定期進行知識分享與反思。 

2. 本處重視成員之發展與學習，103 年度貣知識分享及教育訓練將入工友及工讀生納

入。並創新辦理 2 場電話禮儀訓練、每季新進人員教育訓練，另不定期辦理業務檢

討及跨處室業務協調會議等，並辦理教育訓練研習活動，讓學務處成員間的互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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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緊密，努力的方向更加明確有信心。 

3. 定期檢討各項作業流程並更新至工作手冊，以確實各項作業之實施。 

 

三、 研究發展 

（一）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1. 優勢重點領域拔尖方案—整合跨領域尖端研究 

(1) 七大研究中心：本校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項下，建置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新興物質與前瞻元件科技研究中心、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基因體醫學研

究中心、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及分子生醫影像研究中心等具

世界頂尖研究發展潛力的整合研究單位，並建置核心實驗室，發展相關研究。 

(2) 優勢重點領域拔尖計畫：慎選優勢重點領域，推動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已執

行三梯次「優勢重點領域拔尖計畫」，研究領域涵蓋人文社會、數理自然、工程電

資與生命醫農。未來將在現有跨領域合作團隊基礎上，持續激盪出創新的尖端研

究。 

2. 前瞻研究領航計畫—發掘新興特色領域：積極建立發掘新興領域的機制，發展具區

域特色之跨領域研究。以校內優秀團隊為基礎，期能協助國家經濟發展、解決社會

永續發展之重大問題，據以推動前瞻研究領航計畫，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進行前瞻及創新性之研究。計畫類型分別為：新聘頂尖教研人員創始研究計畫、前

瞻及創新性研究計畫、前瞻研究基礎設備改善。 

3. 學術生涯發展計畫—拔擢優秀研究人才：為激勵本校教師，長期致力於重要領域課

題之原創性研究，充分發揮研究潛能，期使在尖端極重要領域研究上具有領導至地

位，推動學術生涯發展計畫，分為兩類：深耕型研究計畫(本校 45歲(含)以下具潛

力之學者)；以及配合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之桂冠型研究計畫。 

4. 培育傑出年輕學者—協助新聘教師推動研究：建立一所頂尖大學不但需要延攬優秀

教師，更需要協助新進教師快速站穩腳步，確立研究方向，加入或建構研究團隊，

並逐步建立國際聲望。為協助新進教師迅速建立研究環境，並鼓勵展開各項學術研

究，訂定「補助新進教師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項目分為：A.創始研究經

費：到校一年內之專任教師均可提出申請，補助其購置研究設備、儀器或圖書。B.

專題研究計畫案補助：到校一年內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之新進助理

教授。 

5. 國際合作計畫—積極與國際研究團隊接軌：為提升國際能見度，成為國際學術研究

重鎮，推動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參與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團隊進行前

瞻創新研究，補助以下三類國際合作計畫：A.參與科技部國際著名學術機構在校內

合設研究中心計畫者；B.獲科技部補助推動雙邊合作之計畫(補助經費 200 萬元以

上)者，且為跨領域所組成之研究群；C.本校與境外頂尖大學簽訂有策略聯盟之合

作研究計畫者。 

6. 補助優秀博士後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厚植基礎研究人力：優秀人力是卓越研

究的第一要素，本校積極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以厚植基礎研究人

力，並以專案計畫教師吸引優秀博士後研究人員留校任教。同時建立研究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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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審及彈性薪資制度，以提升服務績效，支援學術研究。 

7. 逕行修讀博班研究提升計畫－培育優質博士生：培育優秀學生攻讀博士學位，助其

發揮研究潛力，本校積極鼓勵優秀學生直升博士班，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 

（二） 推動貴重儀器共用機制： 

為推動資源共享理念，並減少購置相同設備造成不必要浪費，本處研訂「國立臺灣

大學貴重儀器共同使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國立臺灣大學貴重儀器共同使用

管理委員會實施細則」，積極推動全校貴重儀器共同使用之機制。執行教育部「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所設置之校級研究中心所管理之儀器設備、「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補助 3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及本校跨院貴重儀器經費所購置之儀器設備均需納校

方管理。 

本校為管理前開貴重儀器，並達資源共享目的，本校已經建置「儀器設備共同使用

管理系統」，各經費所購置儀器需將基本規格、儀器功能、管理辦法、對外提供服

務時間、項目及收費標準公布在此專屬網頁。使用者透過該網頁申請登錄使用。 

為提高各儀器使用率及增加儀器收入，本處將針對儀器操作員訂定績效工作費，儀

器使用率及儀器收入達訂定績效者，操作員得由貴儀收入支領工作費。期能提高各

儀器使用效率及提高操作員之服務績效。 

（三） 專利技轉業務 

自科技基本法成果下放以後，本校研究人員研發成果可透過校內機制申請專利，本

校同仁在本校任職期間或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究而衍生之發明，其智慧財產權為

本校所有，並由產學合作總中心辦理專利申請及智財權保護，包含：專利申請、專

利前案檢索、智財權法規諮詢、專利說明書寫及核駁答辯及協助、專利維護及管理。

106 年將持續提升專利品質、監控專利成本外，另規劃「專利/技轉查詢暨線上申

請帄台」，以提升行政效率。 

在推廣研發成果與專利技術方面，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由產學合作總

中心辦理專利授權、技術移轉等事項，包含：技術作價、廠商媒合、合約協商、權

利金及衍生利益金收取及簽約後續合約追蹤管理等。近三年帄均每年有近 100件研

發成果技術移轉(含軟體)，由企業承接進行商品化開發運用。本校為加速技術擴散

以強化技術移轉與媒合的效益，99年建立技術交易網(http://ntu.eipm.com.tw/)，

整合全校技術能量、主動公開研發成果與專利技術，透過網際網路達到技術/專利

推廣之宣傳效果，吸引廠商進行技術合作；102 年完成校內研發成果盤點並同步上

架以供廠商搜尋；103 年持續優化交易網功能，增加技術分類與熱門關鍵字搜尋，

提高廠商使用率以增加技術授權或產學合作的機會。106年將定期舉辦校內及產業

交流會、建立與校友連結的推廣網絡、善用公協會或法人等各種管道，並針對企業

需求或聚焦式主題舉辦媒合活動，多方行銷推廣本校技術。 

（四） 育成進駐廠商培育管理與輔導業務推動 

1. 培育對象 

106 年度之培育對象以屬青年創業且屬聚焦領域-生物科技產業及資訊電子/服務產

業類別之新創企業為主。本中心之培育主軸定位在科技型企業之培育以與母組織研

發資源鏈結，故有核心技術之團隊/企業為基本培育對象；其中，由於本校校內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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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風氣漸盛，故校園技術原生創業團隊/新創企業，為優先入駐培育對象，以與本

校創業推動規畫、部會創業政策有深度結合。 

2. 特色做法 

(1) 第二層 106 年度除原有運作的輔導機制外，強化與本校創業機制鏈結，為本年度

育成業務執行主軸。於具技術涵量之研究團隊部分，包含深度參與校內衍生新創

事業之先期瞭解與事業化討論，聯結科技部萌芽計畫之商業化輔導，協助成立公

司並進駐育成中心接續落實技術商業/企業化，以提供本校研究團隊於校園創業一

條龍式的育成輔導服務。於學生創業部分，與創創中心合作，進行資源共享，並

協助符合資格的學生/畢業生創業團隊爭取政府創業資源如教育部 U-START 計畫

等，確實促進學生的創業實踐。 

(2) 106 年度，預計進行各類輔導機制的分級制度規畫，並配合校內政策，擴大培育

區規模，以強化本中心對於本校技術原生企業、結合創業政策(如科技部 FITI、

萌芽計畫、教育部 U-START)之衍生新創企業等類型廠商的支援。透過校內創業資

源整合，逐步調整育成中心之培育企業型態，希望青年創業結合創新應用型之創

業培育案例能有所提升，以更符合本中心特色。 

(3) 106年度於創業知識課程部分，持續與聯盟學校-臺灣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合作，

針對校內創業團隊與已成立公司的一般培育廠商，規畫合適的課程模組，強化其

於創業過程中應注意的課題知識，並可於課程中促進團隊或廠商間的交流。未來

達到一定上課時數的團隊/培育廠商並可獲得課程時數證明，以利申請政府創業相

關貸款，增加資金獲得管道 

3. 特色優勢 

(1) 育成中心業務推動重點為輔導工作，因此輔導業師為重要之支援人力，目前本中

心之輔導顧問/業師共計 46 名，主要為產業領域為生物科技及資訊電子產業，另

有部份為跨領域之業界專家。除了以本校教師群為主之技術類專家外，業界專家

主要於營運管理、業務行銷、資金導入建議等面向提供培育企業輔導及協助。其

中，亦邀請創業家加入輔導陣容，106 年度將遴選 2-4 家培育企業，透過創業家

之深度輔導，協助其能加速成長，並獲得業務合作機會。 

(2) 於國內外市場之開拓部分，培育企業除可運用參展補助之額度參加專業展覽外，

有需求之企業亦可透過本中心所參與之育成聯盟獲得相關資源。目前亦有多家上

市櫃公司主動與本中心接觸找尋可合作的廠商，項目包含業務合作與投資，對於

合適引薦之培育企業而言，透過以大帶小的模式，能更加速其發展。 

 

四、 國際事務 

（一） 建立臺大國際學術品牌 

1. 發展多元化國際短期課程 

第三層國際短期課程創造許多優秀國際學生來臺大短期研修的機會，為建立學校品

牌形象及行銷學位課程的有效手段之一。設置 NTU Plus Academy 帄台，整合校內

及三校聯盟特色課程，規劃四季國際短期課程(含 Spring+、Summer+、Fall+、Winter+)

及姊妹校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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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主辦國際組織活動 

本校擔任數個重要國際組織成員，將從中擇重點發展以集中資源深化交流。105年

本校已主辦東南亞高等教育協會 (ASAIHL) 年會，更成功爭取擔任環太帄洋大學聯

盟 (APRU) 理事，將於 107 年主辦 APRU 校長會議。本計畫將以國際組織重點布局

東南亞及環太帄洋區域，提升本校及本國在全球高教交流之貢獻度與能見度。同時，

國際處將積極爭取於三大教育者年會（APAIE、NAFSA 及 EAIE）發表之機會，藉由

年會發表向世界分享本校國際化成果，增加高等國際教育圈內之知名度。 

3. 擴散在地國際合作基地影響力 (NTU ixHub) 

協助本校跨領域國際合作團隊，自雙邊國際合作計畫擴展為多邊國際合作，在臺大

校內以實體國際合作基地引入國際頂尖團隊短中長期駐點計畫，將多元化、富競爭

力團隊以聚落群組聚集在同一基地，除學術研究，亦可包含跨校教學、實務實作等

模式，以多邊國際合作之核心概念，相互激發創新之國際合作模式，並與國際夥伴

共同解決世界面臨之大挑戰。 

4. 積極於國際推廣臺大品牌核心價值(好臺大 SoNTU) 

作為臺灣領航高教機構，臺大在各個不同的領域肩負重任。臺大孕育了世代的人才、

支持群眾的自由表達，喚貣社會解決重大議題的意識，在邁向頂尖的同時，也致力

於將各種努力成果與大眾分享，回饋社會。「好臺大」的誕生，是為了開啟多重的

管道，讓臺大可以跟這世界有更多的互動，也藉此展現臺大的態度、堅信的價值和

想法。 

（二） 建置國際人才生態系統深化重點姊妹校合作 

本校目前有逾 500 所姊妹校，在以有限資源槓桿國際合作前提下，頇綜合性檢視及

擬定國際合作策略。本年度規劃檢視與各姊妹校交流現況，並挑選重點交流對象，

策略性強化現有合作，並扶植有前瞻性的國際合作項目，以有效增進本校於全球之

學術實力。同時藉由特定合作計畫提升本校全球知名度，打造學術品牌。 

1. 聚焦國際合作之加乘作用 (NTU alliances+) 

第三層過往 10 年臺大國際化由量轉向質，策略性國際合作為提升國際化品質之槓

桿支點。「臺大重點姊妹校計畫」即以槓桿與世界頂尖大學國際合作，縱向串聯臺

大校內跨領域合作能量，橫向引進世界頂尖團隊力量，前瞻性國際合作主題為槓桿

支點，與世界頂尖大學合作解決世界面臨之大挑戰。執行項目包括與世界頂尖國際

團隊合作、重點姊妹校計畫。 

2. 建立國際媒合交流帄台 

國際合作的第一步是建立關係，將以國際活動與會議形式，協助本校教研人員與重

點姊妹學校建立關係。105年度舉辦之活動包括臺大北大日、NTU-UH Matchmaking 

Event 及 NTU-UTokyo Joint Conference 等。106 年度預計舉辦之活動包括北大臺

大日、NTU Partner Day 及臺大-京大雙邊會議等。 

3. 世界頂尖國際團隊合作 

初步規劃 10 個跨領域國際合作團隊，由本校進行內部團隊建立後，提供經費及其

他資源協助其與對方建立深化國際合作根基，並提供相對應初始合作經費。與國際

頂尖團隊的合作重點在於建立各別臺大國際合作亮點，以世界級的研究站上頂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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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舞台。已規劃「重點姊妹校初始合作經費」，以種子經費形式，扶植高前瞻性國

際合作計畫，提供必要之經費與行政協助，並移植類似國際合作模式至其他教學與

研究合作計畫。 

（三） 開發新國際合作模式 

國際處致力推動之國際合作項目為姊妹校締結與學生交換。除姊妹校關係與學生交

流持續發展外，開發並推動新的國際合作模式，是未來推動重點。未來將嘗試開發

並推廣更多元國際合作模式，提供本校師生更多和海外學校接觸的角度與機會，並

由專責單位負責開發新合作模式。 

1. 多元短期海外課程 

國際處過去幾年致力於推廣暑假短期赴國外學校進修，且已趨穩定發展，然大部分

皆是以文化課程、通識課程及語言課程為主的暑期班，以學術專業課程為主的專業

暑期課程較為有限。未來擬與學院合作，輔導學院與國外學校洽談符合該院學生專

業課程需求之暑期班，讓學生在體驗文化之餘，對專業領域的知能也有所提升。 

2. 雙聯學位 

和世界其他知名學府相比，本校常態性之雙聯學位計畫數量偏少，實際參與人數亦

偏低。隨著國際雙聯學位學生入學作業系統的建製與申請流程簡化的完成，未來將

鼓勵各學院積極與姊妹校簽訂各式雙聯學位計畫，提供學生更多元的選擇，並積極

鼓勵學生參與雙聯學位計畫。 

3. 姊妹校專班 

為增加與國外名校合作、提高優秀國際學生來臺大研修的機會，將積極開發姊妹校

專班，提供量身訂做課程，符合學生需求的時程及課程內容。課程期間不限長短、

學期或寒暑春假期間。 

（四）  開拓國際學位生市場 

1. 各地校友會合作 

本校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在各地之影響力與人脈不容小覷。國際處自 103 年貣開始

與印尼校友會合作，由校友會推薦優秀頂尖高中生申請本校大學部。未來規劃以相

同模式，開拓與各地校友會的合作（例如：馬來西亞、緬甸、越南、印度等），以

吸收各國與臺大有淵源之頂尖學生前來本校尌讀。 

2. 歐美新市場開發 

本校過往國際學位生招生主要著重於東南亞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期以較低之學費與

高品質教學研究，吸引其頂尖學生來本校尌讀；現配合政府南向政策，將更加強招

募東南亞地區學生，來本校尌讀。未來並將持續開發過往較少接觸之歐美學生，目

標是吸引不具僑生身分之華裔學生、對中華文化有興趣之學生、本校國際交換及訪

問學生、本校姊妹校之畢業生等前來本校尌讀。 

3. 海外優秀高中招生 

在全球華語潮流下，現今已有不少國家的高中提供學生華語課程修習，藉由參加教

育展的機會並透過本校國際學生的引介，國際處 104年直接進到美國當地數所優秀

高中，向學生介紹尌讀臺大的各類計畫，以及與俄羅斯當地最大的中文學校校長會

談，皆獲得許多正面回應，未來將繼續安排至更多的海外優秀高中進行招生。 



16 

（五） 改善國際學位生招收條件 

國際學位生的招收成功與否，除了學校本身的教學研究實力之外，附帶的各種誘因

也是關鍵。國際處擬逐步調整先前國際學位生招收之限制，並尋找附帶誘因，以吸

引優秀國際學生來本校尌讀。同時，也會將相關資訊整理後提供給各院系所，以供

各院系所及教師自行招生時使用。 

1. 訂立新的獎學金辦法 

獎學金是國際學生選擇尌讀學校重要的因素之一。過往本校獎學金制度較無彈性，

對於名額和種類皆有限制，無法有效使用於招生上。104年貣已廢除舊法另訂新獎

學金辦法，以放寬獎學金使用限制並補助學雜費，讓院系所能更自由運用獎學金。 

(1) 針對國際學術成績表現卓越之學生，特設置「國立臺灣大學國際優秀博士班學生

研究獎助辦法」與「國立臺灣大學國際優秀碩士班學生研究獎助辦法」，凡研究成

果卓著之博士班與碩士班新生皆可申請，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 

(2) 針對優秀國際學生來校尌讀之新生，並鼓勵品學兼優之在校生爭取優異成績，訂

定「國立臺灣大學優秀國際學位生獎助辦法」。 

2. 設置符合國際學生需求課程 

為提供符合國際學生需求的課程，擬運用校內資源，開發更多特色應用華語、臺語

課程及英語通識課程等，以滿足國際學生修課之需求。 

（六） 提升校內國際事務人員素質 

強化專業知能訓練及獎勵制度 

隨著本校國際化業務迅速成長，國際事務相關人員必備知能也需同步加速提升。然

本校自國際處以降，人員流動率均高，尌職後亦缺有系統訓練學習。國際高等教育

行政於 OECD 各國均為一專業領域，若能強化本校相關人員之專業能力，對於推動

國際化將大有助益。身為本校國際事務主管單位，國際處將推行以下措施： 

1. 藉由有系統的內訓及外訓，強化處內同仁專業知能。 

2. 加強對全校國際事務行政人員，提供相關訓練。 

3. 配合教育部國際化品質認證政策，建立國際事務相關人員獎勵機制，減少流動率，

以期厚實相關人員專業的累積。 

4. 與外國國際事務人員進行特定交流會議，有效提升國際事務知能。 

（七） 提升校內國際化相關行政品質 

國際處近年來與校內外各單位協調合作，致力於簡化國際事務行政流程，除儘量以

單一窗口作業，以方便本校師生同仁，如交換學生申請、國際學人服務、暑期班之

外，亦陸續建立新式網站、E化系統、帄臺等，使各式資料更加容易取得。此外亦

將持續努力簡化並整合國際相關事務的行政流程，連結其他相關行政單位之服務，

讓本校師生能清楚知道特定國際合作項目的流程與可用資源。 

（八） 強化校內跨文化溝通認知與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近年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因應全球化的趨勢，要培育大學生的全

球競爭力。而培養全球競爭力中，除了專業領域的知能外，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亦是各頂尖學校的重點發展項目之一，各類有關學生

的國際交流活動，諸如交換學生或暑期班等，目標均是著眼於增加學生的跨文化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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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力。因此，將以跨文化溝通能力為核心，檢視所主辦之各式國際交流活動之成

效，並以此為目標，推動校園國際化。 

1. 檢驗國際合作計畫成效近年來，本校在各項國際化量化指標，如交換生人數、國際

生人數、合約數等，均有顯著成長；未來將針對品質面及實際影響面進行系統性檢

驗（如交換生計畫對學生跨文化能力的影響、國際生在本校的學習表現及對校內學

生帶來的影響）。未來除持續「量」上的成長外，亦將針對各項目建立評量機制，

進行「質」的提升，去蕪存菁，檢視改善既有項目，並擴大成效顯著的項目。 

2. 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事務 

除檢驗各項國際交流活動外，亦將鼓勵學生參與校內的國際事務，如與各學院合作，

深耕本校「禮賓學生計畫」，以醫學院、公衛學院學生發貣「醫學院校區青年大使

團」為模式之一，協助各單位辦理外賓來訪工作及接待客座國際學人等，以拓展學

生跨文化溝通能力，同時使學生對國際化政策有所了解，一同推廣校園國際化。 

 

五、 總務 

（一） 辦理本校重要歷史檔案主題研究及展示活動 

1. 藉由規劃校史發展重要系列人、事、物主題，研究相關公文檔案，以具體事例充實

臺大人文內涵，每年辦理主題檔案展。 

2. 配合博物館群規劃、校園活動及社會關心議題，舉辦檔案創意應用活動。 

（二） 落實珍貴紙質檔案修護計畫 

1. 賡續例行修護計畫：本校歷史檔案數量龐大，其中因年代久遠致酸化破損之檔案為

數甚多，由專業修護同仁持續帶領志工群執行修護任務。 

2. 加強志工培訓：規劃系統課程活動，訓練志工修護技能，設計健全之管考制度，以

保持穩定之修護品質及志工人力。 

3. 推廣修護觀念：透過各種手做創意活動，對校內外人士，宣導檔案保存修護觀念，

促進文化資產運用。 

（三） 落實資源永續利用之環保政策及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1. 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 

2. 建置校園樹木系統資料、加強樹木保護及校園綠美化、進行校園生物多樣性調查

等。 

3. 維護校園環境清潔，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四） 落實校園交通以人為本的理念 

1. 配合校內周邊新建之停車場，逐步減少校內之路邊停車格，將車輛疏導至外圍及地

下停車場，並使各停車場能達到其最佳使用率。 

2. 針對校內活動頻繁之區域進行規劃，朝向行人、自行車、汽車分道之方向進行，減

少車輛與行人發生衝突之機會。 

3. 改善校內道路人行道環境，增設自行車專用道，提供行人、自行車友善之校園交通

環境。 

（五） 校地收回計畫 

為促進動物醫院、臺大癌症醫院與周邊土地之整體規劃發展，臺大癌症醫院周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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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管有慈光十七村於 102 年 5 月 24 日已撥用騰交，基隆路側占建戶、興隆山莊

空軍退員宿舍及陸軍公館退舍 3處房地陸續協商國防部儘早騰交，後續俟校總區東

南發展計畫釐定本區使用計畫，將持續與國防部協商辦理撥用，逐步騰交。 

（六） 規劃興建新進教師宿舍 

1. 本校位居兩岸三地華人大學學術排名之首，積極規劃興建新進教師宿舍，以延攬優

秀教師到校任教為關鍵發展策略之一，亦為本校重要之基礎建設。 

2. 採分期逐步積極改建老舊宿舍，除提供良好完善居住生活空間，以吸引優秀新進教

師至本校服務、提升教學及學術研究水準外，亦充分利用校地資源，提高土地附加

價值。 

（七） 推動瑠公圳意象復原計畫 

瑠公圳大安支線曾經流過本校之核心區域，隨著校區開發，昔日灌溉水圳風情，已

深埋於館舍底下。多年來師生針對消失圳路復育充滿期待，惟當年污水下水道系統

尚未完成，雨污混流，水源未能取得，導致計畫中止。今日背景環境成熟，並覓得

水源，藉由各單位協助，圳路意象復原逐步可行，打造校園藍帶空間，豐富校園歷

史記憶。 

（八） 賡續出納業務 e化 

1. 規劃臺大線上繳費系統功能優化： 

(1) 由系統直接產製當日銀行收入之報帳總表，取代過往尚需由線上繳費系統承辦人

另行至帳務系統製作 e 化繳費單之作業，不僅加速報帳流程，亦可避免銀行已入

帳漏未開立收據報帳之情形，強化內稽內控作業。 

(2) 已報帳核銷之收入回寫註記至線上繳費系統，便利線上繳費系統承辦人掌握帳務

情況。 

2. 持續推動學雜費相關業務ｅ化： 

(1) 休學／畢業離校系統之出納組欠費狀態即時更新： 

因學生如尚有學雜費欠費資料，需俟繳清後，才能辦理休學／畢業離校系統放行

作業。惟其系統原作業模式每半小時擷取學雜費資料庫進行更新欠費名單，同學

繳清欠費後頇俟更新作業後才能完成離校手續。規劃委請計資中心協助修改程式，

於學生登入休學／畢業離校系統，或教務處承辦人查詢該生之離校資格時，即自

動更新該生之繳費狀態，加速休學／畢業離校作業。 

(2) 研究生提早畢業之學雜費以 e化退費取代人工作業： 

現行研究生於學期中畢業並符合退費資格時，需填寫紙本退費暨授權申請書後至

出納組辦理退費。現已向計資中心提出需求，比照線上申請休學模式，由畢業離

校系統蒐集同學帳號、核定同學退費比例、產製畢業退費核帳報表，取代過往人

工作業。 

(3) 訪問生與校／院級交換生離校流程以 e化管控取代紙本流程： 

目前校級交換生的紙本離校流程為圖書館→住宿組→教務處（註銷學生證）→國

際事務處；院級交換生則無強迫各院使用一致的紙本離校表單；訪問生的離校手

續單則有加會出納組清查欠費狀態。為避免交換生／訪問生未繳清費用即離校，

現已與國際事務處與計資中心商討，比照一般生的離校檢核以系統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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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薪資系統與出納系統的所得撥付功能：規劃統一由出納系統辦理全校所得的撥

付及所得歸戶作業，不需再分由兩套系統查詢所得撥付及歸戶資料。編制內教職員

工薪資由薪資系統辦理維護及製作印領清冊後，將其所得資料匯入出納系統中，亦

可因匯入出納系統而增加報帳流程追蹤功能，提供各相關單位查詢及核帳，俾以 e

化作業強化人事薪資發放勾稽。現已完成非固定薪資（如各項補助費、彈性薪資、

鐘點費清冊）之修正，將續與計資中心研議修正編制內教職員薪資之所得撥付功

能。 

4. 持續推動跨單位 e 化資料回饋：自 102年開始實施二代健保，為降低作業成本及朝

向無紙化目標，擬與計資中心、主計室規劃將原於匯款或開支票時即產生之「勞退、

勞健保及二代健保」支票作業，改為於匯款或開支票時即轉帳至學校各該會計帳戶

中，先不開支票，待實際支付時才開支票，簡化相關作業並提高資料整合。 

5. 規劃辦理現金預估模組：統合現金流，依據現金資料紀錄進行預估現金需求模組，

精確處理本校資金運用操作。 

（九） 加強內稽內控管理 

1. 為加強收據子系統之管理，每月定期製送收據管理檢核清冊予各使用單位，追蹤未

繳回收據報核聯與存根聯原因，及定期與不定期至各使用單位抽查現金繳交與收據

使用情形，盤點結果皆作成紀錄，對於不符規定者則簽會業務單位限期改善並持續

追蹤。 

2. 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進行定期

與不定期盤點，盤點結果皆作成紀錄後陳報。另依內部控制作業規定定期辦理自行

評估。 

3. 臺大線上繳費系統優化，透過「系統主動產生報帳總表」及「已報帳之註記回寫」

功能，可避免銀行已入帳漏未開立收據報帳之懸帳產生。 

4. 現行學雜費各項退費經各業務單位核定後，送出納組辦理退費報帳作業。為使各業

務單位能即時掌握退費流程，並強化內稽內控，已與計資中心及學雜費各業務單位

討論，於出納組報帳撥款完成後，將撥款資訊回寫至前端退費系統，協助其能即時

掌握退費狀況。 

5. 訪問生與校／院級交換生離校流程 e化管控取代紙本流程，避免同學未繳清欠費即

離校。 

（十） 賡續辦理外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 

本校自 95 年度貣邀請政治大學共同委託臺灣銀行採購部辦理外文圖書共同供應契

約，100 年度貣改由本校自行辦理。101 年度利用本契約之訂單總筆數 3,117 筆、

訂單總額計新臺幣 5 億 1,907 萬 4,433 元，102 年度 2,339 筆，103 年度訂單總筆

數 2,013 筆、訂單總額計新臺幣 4億 3,826萬 2,274元，104年度訂單總筆數 1,278

筆、訂單總額計新臺幣 2億 8,806萬 6,370元計有中研院、立法院、司法院、清華

大學等 247個機關學校利用 

（十一） 採購業務 e化管理 

1. 採購商品價格資料庫：建立本校採購商品價格資料庫，供各單位編列預算及規劃採

購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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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預約驗收系統：因採購組驗收人員經常性至各單位、甚或供應商現場進行驗收

作業，為增進驗收效率，各單位可逕於採購組網頁之驗收系統預約驗收時間。 

3. 採購內部作業 e化管理：為提升採購組內部作業效率及建置採購知識管理帄台，擬

將原有採購管理系統之請購、招決標、驗收等資料庫資料，擴充運用於各開決標及

驗收等作業流程，以提高資料正確性及提升行政效率。 

（十二） 校園夜間照明改善 

改善主要道路夜間照明效果，維護人車安全。 

（十三） 積極活化校外老舊日式房舍，改善窳陋並增益服務機能 

校外老舊日式房舍，部分已被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且多已破舊不堪配住，

並造成環境窳陋。透過公開委外引入民間資金與創意加以活化，撙節學校修繕支出，

並可藉此籌募重建基金。古蹟與歷史建築亦循文資法等相關法規讓日式舊建物賦予

新生命，並提升市容環境。 

（十四） 積極維護本校商標權 

商標權屬智慧財產權之一部，為本校重要且珍貴資產，為維護本校校譽及形象，需

積極爭取遭民間公司搶注之商標，並持續監督授權商品應用之品質，不定期上網檢

索智財局之申請案件，以防近似本校之商標，混淆視聽，確保並維護本校商標權。

另推動本校各院所豐富資源商品應用之開發，以具體呈現本校之豐富內涵，提升本

校形象。 

（十五） 規劃校園安全動線及執行專案勤務 

尌校園發生之各類案例及校園環境之改變，加以彙整分析後，適時調整巡邏路線及

巡邏感應點之設置，並針對校園竊盜(含館舍、機車、腳踏車等)規劃便衣肅竊專案

勤務及檢討執行成效陳報。 

（十六） 校舍更新工程 

由於這幾年教育部頂尖大學專案補助與捐款興學等經費挹注，目前計有孙宙學中心、

鄭江樓、卓越聯合中心、教學二期新建工程、機車停車場以及發揚樓等將陸續施工，

另有學生宿舍新建工程、人文大樓與工綜新館二期將於明後年接續施工。 

 

六、 人事 

（一） 強化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措施 

為延攬並留住特殊優秀人才，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

性薪資方案」等規定，結合績效管理之教研人員彈薪制度，訂定本校延攬及留住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作為核支依據，並針對不同類型人員，訂

定核給規範。彈性薪資實施對象計有「臺大講座教授」、「特聘教授」、「績優教研人

員」、「新聘教研人員」。 

（二） 建立關鍵性績效指標及具彈性之約用人員薪資制度 

參酌尌業市場薪資水準，建立「專案薪資」及「特殊加給」制度。 

1. 專案薪資：藉優渥薪資吸引人才 

2. 特殊加給：應業務專業技術需要(資訊、營繕、智財、外語、諮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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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財務管理 

（一） 加強校友聯繫與企業捐助以增加募款。 

1. 全新呈現募款網頁與文宣，凸顯募款訴求，吸引捐贈者目光，以提昇募款績效，並

鼓勵校友依認同理念設計主題式捐款。 

2. 透過國內外校友會與校友資料庫針對重點校友進行拜訪，建立關係助於募款。 

3. 至國外（如歐美）參加募款講習，學習募款技巧並加以精進，吸取募款之 know-how，

並了解中西募款文化的差異，未來可持續舉辦，吸收第一手經驗。 

4. 募款重點 

(1) 臺大希望計劃之相關之經費 

A. 希望入學-提供學習輔導，學業指導。 

B. 希望輔導-每年給予助學金。 

C. 希望關懷-免費住宿、供餐、生活輔導。 

D. 希望尌業-提供尌業輔導，銜接未來。 

(2) 臺大永續基金。 

(3) 小額捐款。 

(4) 錢思亮紀念講堂及人才培育計劃。 

(5) 臺大一流師資之引進與持續計劃。 

(6) 瑠公圳復育計畫。 

(7) 校史館及博物館群計畫。 

（二） 本校投資標的創新多元化並收取穩定孳息。 

1. 定期參與各項投資與財務管理講座，吸收校務基金管理新知，瞭解他校或企業之投

資運作以為借鏡。 

2. 持續向教育部建議修正國有財產法對校務基金處分金融商品之相關規定以提昇處

分時效，及時實現獲利。 

3. 投資多元化，以分散風險，並以穩健經營企業發行之證券為主要投資標的。 

（三） 爭取各項金融優惠與服務（如：費率、存款利率與換匯匯率），以增加財務收益。 

1. 持續與往來券商洽談各國交易手續費之降低，有效降低金融費用。 

2. 請各金融機構（如銀行、證券商）提供學校與教職員各項金融諮詢服務。 

3. 除現有往來銀行外，持續洽商新銀行協商優惠之存款利率與換匯匯率。 

4. 議訂長期借款之優惠利率，以滿足學校各項建設需求。 

（四） 參與校代管資產活化及募款加速校舍更新。 

1. 本校竹北校區之開發。 

2. 新建學生宿舍。 

3. 台北市精華地區之校地開發。 

 

八、 進修推廣 

（一） 興建竹北推廣教育大樓： 

配合活絡竹北校區政策，與總務處合作興建竹北推廣教育大樓，提供竹北校區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及未來推廣教育班次專屬教學空間。第一期規劃樓地板面積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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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預估經費約 1.3 億元。設計規劃已完成，待行政程序完成即可動工興建，預計

兩年完成。 

（二） 於竹北校區開辦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1. 事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名額 30名，已於 104學年度正式上課。 

2. 事業經營管理法務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名額 25名，已於 105學年正式上課。 

3. 生物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已完成校內審查程序，預計 106學年開始招生。 

（三） 數位帄台及網頁改版優化 

1. 建置新版數位學習系統：為配合數位科技發展趨勢，重新建置學習帄台，提供跨載

具跨瀏覽器服務，以提昇服務服質。 

2. 網站改版並整合學員資料庫：為提供未來數位行銷數據分析，【臺大推廣教育網】

將重新改版，並與本部學員資料庫整併，以利本部未來發展。 

3. 建立信用卡收費機制：為提昇學員服務，將規劃信用卡收費機制。 

（四） 教學環境維護及教學設備更新 

1. 改善碧禎館現有教學使用之軟硬體空間。 

2. 推廣教育大樓環境維護：屋頂漏水修繕、雨遮破損修繕、教室重新設計整建、廁所

整修。 

（五） 持續辦理並開發各項推廣教育課程，以發揮臺大知識影響力 

1. 學分班：管理碩士學分班（含網路課程）、法律學分班。 

2. 研習班：開發多化課程，如：管理類、財金類、生活藝文類…等。 

3. 企業培訓：國內上市櫃公司及大陸各團體委訓。 

 

九、 資訊網路 

（一） 推動校務行政全面 E化與 M化 

加強整合提升系統價值、組織再造流程改善、推廣行動裝置之應用，進而推動校務

行政全面 E化與 M 化。發展策略分別敘述如下： 

1. 加強整合提升系統價值 

加強系統整合度，降低系統開發及維護成本，以決策者的價值觀開發校務行政決策

支援系統，提升校務系統價值。 

(1) 執行 E化工作小組專案 

校務系統開發團隊最主要任務是完成各業務單位的系統開發需求及維持校務系統

正常運作，故未來仍應繼續執行各業務單位所提之專案及系統維運。 

(2) 開發校務系統高附加價值模組 

除了由業務單位提出需求外，需在整個校務系統高度審視各專案的急迫性，以規

劃校務系統整體建構藍圖。 

由決策者角度以校務發展願景來規劃校務系統，開發校務系統高附加價值模組，

並分析運用現有校務系統資料，逐步完成校務決策支援系統建置，提高整體校務

系統附加價值。 

(3) 整合校內各系統 

跳脫單一系統思維，以業務流程重新檢視校內各系統，進行整併以簡化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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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線上申辦查驗取代流程中人工查驗關卡，以節省行政成本及提升行政效率及客

戶服務滿意度。 

2. 組織再造流程改善 

(1) MIS 開發過程各角色需緊密結合 

資訊管理系統開發流程中有三個重要角色，分別為出資者、使用者、設計者。出

資者負責評估效益及資源調配；使用者負責提出系統需求及驗收成果；設計者分

析需求依照專業設計系統。未來加強此三者緊密配合，以開發出既符合需求、又

有效益之資訊管理系統。 

(2) 搭配行政流程改善 

E 化進行時需配合原有行政流程改善才容易發揮 E 化的效力，原有的行政流程受

限於人工處理，在進行 E 化系統開發時需一併討論是否可進行流程改善，將行政

流程合理化配合上 E化系統開發，才容易凸顯 E化後行政效率的提升。 

3. 推廣行動裝置之應用 

提高行動裝置之支援，鑑於近年來行動裝置之普及，將校務系統 M化以延伸至手持

式裝置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應積極擴展系統可使用的帄台及服務的對象，提升校務

系統服務範圍及資訊傳播的效率。 

（二） 雲端與普及運算 

1. 應用軟體購置，蒐集教職員生教學研發與校務資訊化之軟體需求，進行成本效益評

估後進行採購，以求經費之有效運用。 

2. 雲端化電腦教室系統，因應使用者不同之需求建置多樣化的電腦使用環境。 

（三） 高效能運算服務 2.0 

為滿足校內不同研究領域的差異化需求，將持續擴充計算設備，提供更多計算資源

以支持各式頂尖研究，協助校內研究團隊擠身全球頂尖之林。 

（四） 巨量資料儲存與計算基礎建設 

建置專屬 Big Data 等級研究所需的計算及儲存資源，並提供相關技術支援服務，

俾使校內研究團隊順利跨越鴻溝，進入 Big Data 的世界。 

（五） 資訊應用課程 

常態開設電腦應用及進階課程，提升校內教職員生及校友之資訊能力與素養。 

（六） 遠距教室維運 

1. 遠距教學服務，提供教學帄台系統、網路系統軟體等系統設備相關之支援與維護。 

2. 訓練專業導播。 

（七） 數位典藏系統 

1. 定期進行系統更新，並關閉不使用且佔用記憶體的服務或連接埠。 

2. 擴充儲存設備，並定期進行資料備份，以收錄更多重要的影音學習資料(如演講錄

影)。 

3. 建立自動監視通報機制，並發送警告訊息，縮短發現問題的時間。 

4. 關鍵字搜尋頁面調整，可依檔案類別進行檢索，提供更多元的檢索服務。 

（八） 網路基礎建設升級 

強化及優化校園網路基礎建設重點工作，可分為如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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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骨幹網路傳輸頻寬 

(1) 分階段依照需求提升各系所或單位以 10Gbps 速率與校園骨幹網路連線。 

(2) 為提升校園網路之可用性及強化網路服務不中斷，規劃逐步汰換網路設備商已停

止支援軟硬體服務之骨幹網路設備。現階段規劃汰換校園骨幹路由器為高效能路

由器。 

2. 階段性導入 SDN技術 

(1) 傳統網路多基於硬體，當網路交通或使用者行為模式發生較大改變時，在硬體架

構無法自由隨之改變的情形下，封包轉送策略往往大程度影響整體網路運作的效

能；SDN 架構所引入、能夠於線上服務不中斷前提下藉由軟體的方式，不改變網

路基礎建設而動態調整封包轉送策略，變成一個有吸引力的解決方案。 

(2) 評估與測試 SDN 技術對資訊安全維護之可行性，與以 SDN 架構實踐分散式防火牆

之運算效率。 

（九） 無線行動網路升級到 802.11ac及 Location–Based Service（LBS）加值服務 

1. 2015 年開始，無線網路使用者端存取速度會提升至 802.11ac( WIFI 5G)，速度可

逹 1G以上，為因應使用者端存取速度提升，學校相關的熱點逐步升級至 802.11ac。 

2. 校園資訊網路行動化及增加一些無線加值服務，如 Location Based服務。 

（十） 提高資訊安全管理與認知 

1. ISO27001:2013 及 ISMS運用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 PDCA（Plan-Do-Check-Act）循環

模式永續經營，透過不斷的建立、實施與操作、監控與審查、維持與改善，持續執

行風險評鑑作業，以達到資訊安全管理目標。 

2. 持續推動本校教職員工與網路管理人員之資安教育訓練，以達資安事件源頭控管之

目標。 

 

十、 圖書管理 

（一） 館藏資源方面： 

1. 透過採購、交換贈送、聯盟共購共享、申請科技部/教育部等外來經費、公開取用

無償電子資源、與他校館際合作等方式徵集書刊資源，以建置學科主題館藏深入完

整典藏。 

2. 採取針對特定對象積極爭取方式取得私家文書、名家手稿、珍貴影音資料及校史文

物。 

3. 透過各方人脈與其他典藏機構或個人蒐藏家合作，有計畫將重點館藏進行數位化，

務使重要文獻不致因時間增長而消失。 

（二） 讀者多元服務方面： 

1. 永續經營與持續對本校師生的貼心服務，秉持便捷(Handy)、熱忱(Enthusiastic)、

學習(Learning)、專業(Professional)的服務理念和核心價值，提供師生全面的跨

領域服務，促進各學科研究社群之建立與深化服務。 

2. 積極徵集學科主題館藏資源及協助教師研提相關研究計畫，並加強推展 ORCID iD

與「臺大學術庫」的建置與使用，以完整呈現本校教師個人學術履歷與著作，便利

相關學術研究與國際接軌，提昇本校整體學術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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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教師課程需求，提供客製化的學科主題利用講習，可深度利用圖書館各項資源，

以精進學生的研究力和資訊素養能力。持續辦理新生入門書院、認識圖書館、館藏

引介、主題書展、手稿或藝文特展等推廣活動，以創意包裝實用豐富的館藏與服務

內容，提昇學生資訊素養、閱讀習慣與文化內涵。 

4. 優化圖書館導覽與文宣服務，提供客製化中、英文預約導覽服務，並製作擴增實境

影片，善用電子看板、推播系統、觸控式互動螢幕等媒介增進行銷宣傳管道與效益。 

5. 規劃與協助法律學院萬才館圖書室於 105年 9月完成藏書設備擴增及空間調整後的

營運，將原有特藏室改設為典範學習書屋，典藏重要典籍並依不同主題輪展陳列，

提供教師傳授經典著作的輔助空間；配合物理系經費，協助後續完成「物理系圖書

室改造計畫」。 

6. 典藏校史文物及推廣，進行本校人文歷史網頁、校史館網頁及博物館群網頁中英文

改版，提供多元化與深化的校史暨博物館群服務，促進校友認同感及社會關懷。 

7. 積極開發文創紀念品，以本館珍貴特藏圖譜、圖書館建築等為素材，融合圖書館意

象之構圖、配色與選材，為讀者、訪賓提供各式實用並富含紀念意義禮品。 

（三） 資訊技術方面： 

1. 研發資訊服務系統：善用各種資訊科技，結合大數據資料分析，建立友善的讀者服

務環境，進一步提供更好的消費者體驗，落實圖書館服務、創新的精神，達到資訊

共享、資訊行動化、與資訊安全三個面向的應用服務： 

(1) 自行開發行動裝置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s，簡稱 mobile app、apps），

為讀者提供不限時空的行動圖書館服務。 

(2) 針對圖書館各項服務需求自行開發各種程式系統，減少讀者與同仁重複性人工作

業並縮短工作時程，提供整合性的便利服務。 

(3) 推動「臺灣大學系統」三校圖書館之數據資源與系統資訊開放共用，建立跨校資

源合作交流與互利共享的帄臺。 

2. 強化建設網路骨幹及綠能機房：增強資訊技術基礎建設，檢討機房及管道間佈線規

劃、補強實體網路設備，以建構綠色節能機房，打造高效能圖書資訊網路應用環境。 

（四） 人力資源方面： 

1. 增進專業素養：透過邀請圖資相關學術領域專業人士到館演講、辦理在職訓練及參

與專業學會等途徑，達到提升同仁專業素養並健全知識傳承機制目的。 

2. 配合學校政策，落實人員職務輪調施行，以豐富同仁工作經歷及培育多元技能。 

3. 推展並善用志工資源以擴大社會參與及撙節經費。 

（五） 建築空間方面： 

1. 新增空間運用：教學大樓二期工程新建築內所建置之自動化高密度書庫，未來正式

啟用後將擴大圖書館典藏容量，增加師生使用新空間，並以自動化存取設備提升書

刊調閱效率，目前配合主體工程進度預計 106 年 9月完工。 

2. 改造既有館舍服務:總圖書館及醫學院圖書分館使用時間日久，隨著時間及學術跨

領域合作的進展，現有館舍格局及設備已不敷需求，規劃進行空間改造計畫，提供

符合時代趨勢的空間使用與服務。 

3. 空間用後評估(POE)計畫：社科院圖書館預計在 106 年第一季入館人次將突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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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次，受理預約導覽服務達 200個團體，包含海內外圖書館同業、建築專業團體

及學校；規劃進行空間用後評估，了解使用者回饋意見，持續調整不足之處，做為

日後改進及提升空間規畫的經驗參考。 

4. 進行節能減碳措施：為達節電效益，圖書館館舍部分區域，將進行照明燈具系統節

電改造，針對書架區、讀者較少使用區域，規劃改造燈具照明控制系統，達到節約

用電之效益。 

5. 維護館舍：圖書館、校史館及人類學博物館涵蓋的館舍範圍超過一萬餘坪，是本校

校總區使用最為頻繁的場所與極富代表性的參訪空間。除清潔作業面積廣闊、開放

時間長，每日讀者流通量高達 8,500人次，由具有相關經驗之專業廠商提供服務，

以提升環境清潔品質。 

（六） 館際合作方面： 

1. 館長擔任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 13 屆理事長職務，圖書館承辦協會秘書處

業務，積極推展會員館成員各項館際合作計畫，以期達到國內外館藏資源共享與互

惠合作。 

2. 透過「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數位

化論文典藏聯盟」及「臺灣大學系統」等聯盟機制，爭取購置電子資源合理優惠價

格，合作採購電子書及數位化論文以期資源分享。 

3. 推廣與擴展「臺灣大學系統」三校一卡通用各種圖書館服務與閱覽空間利用，辦理

各類推廣活動，密切進行三校圖書館業務交流。 

4. 持續參與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合作編目計畫、以及國際組織 OCLC 

WorldCat 書目上傳合作編目，共享中西文書目資源。 

5. 持續與國內外圖書館組織洽談簽署 MOU，達到實質館際合作效益；增加接受國內外

圖書資訊學界派送學生至本館實務訓練申請案，除增加本校國際化深度，並善盡本

館社會與學術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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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財務預測 

  

單位：千元

106年

預計數

107年

預計數

108年

預計數

12,325,681  12,650,429  12,896,444  

16,166,180  16,198,512  16,230,909  

14,909,622  14,939,441  14,969,320  

748,911     750,409     751,910     

1,797,187   1,800,781   1,804,383   

-         -         -         

-         -         -         

-         -         -         

93,791      88,541      83,293      

210,257     125,857     10,257      

12,650,429  12,896,444  13,032,524  

869,307     869,107     868,907     

7,813,906   7,814,706   7,815,506   

5,705,830   5,950,845   6,085,925   

107及以後年度

預計編列

271,469     

249,954     

132,611     

長期債務 借款年度 償還期間 計畫自償率 借款利率 債務總額 106年預計餘額 107年預計餘額 108年預計餘額

買回第二活動中心商場租賃權 91 91.10-111.09 100%
郵匯局一年期定儲

金機動利率減碼年

息0.175%
174,859  45,257            35,958            26,659            

興建椰風學人宿舍 92 92.09-122.09 100%
郵匯局一年期定儲

金機動利率減碼年

息0.175%
337,941  217,475           205,503           193,531           

新生南路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94 94.04-119.05 100%
郵匯局一年期定儲

金機動利率減碼年

息0.175%
258,478  152,190           140,959           129,728           

法律學院暨社會科學院第二期新

建工程增設汽機車停車場
101 103.04-127.12 100%

郵匯局一年期定儲

金機動利率減碼年

息0.25% 420,000  351,443           333,143           314,843           

實驗林921災後重建計劃 91 96.05-111.04 100%
郵匯局一年期定儲

金機動利率 15,000   4,500             3,500             2,500             

有償撥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國有

土地款
101.12-110.12

前四年不計息，後

六年依臺灣銀行當

年1月1日一年期定

期存款固定利率

524,849  115,466           78,727            47,236            

國立臺灣大學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106年至108年

項目

期初現金（A）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減：期末短期頇償還負債（M）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1)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2)

期末現金（K=A+B-C+D-E+F+G+H-I+J）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加：當期長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外借資金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N=K+L-M）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

  政府補助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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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風險評估 

一、 教務 

（一） 招生 

1. 辦理海外高中推薦入學初期、希望入學（招收弱勢學生）、數理特殊人才甄選入學

招生均無收費，目前仍由校務基金支應招生相關支出，加重校務基金財務經費負荷，

未來海外高中推薦入學雖有報名費收入，但生源有其不確定性，報名費可能無法完

全支應招生相關支出，仍需由校務基金財務經費分擔部分招生相關費用。 

2. 獨立招生經費來自於考生報名費收入，近年來博士班報名人數持續下降，將產生收

支無法帄衡之情形，但因碩士班考試報名人數尚可，經費不足部分可由碩士班招生

收入節餘支應。 

3. 東南亞碩士專班招生開辦初期除了海外合作對象難覓之外，全球名校在此地區競爭

尤其激烈，學生可選擇性多故生源具有不確定性，本校應加強招生宣傳並提出誘因，

鼓勵學生選擇臺大。 

（二） 提升教學品質 

1. 教育部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將於 105 年底結束，目前教育部尚未公告其他替

代計畫及其相關作法，關於推動國際學院及教學國際化部分，將視教育部及校方未

來補助情形配合辦理。 

2. 本處主政之教學助理制度，自 104 學年度貣依勞動部及教育部規定變革為勞僱型，

以保障其勞動權益。惟在預算有限及經費支用原則之限制下，勞(健)保及勞退金之

支出相對壓縮可補助之教學助理額度。另教學助理獎勵金來源為本校學生公費及獎

勵金（來自學生學雜費 23.5%），未來面臨人口少子化影響招生人數，其獎勵金預

算恐按學生人數比例縮減。 

3. 教學大樓第二期工程，業奉教育部核定編列 5 億 7303 萬 6575 元，校內自籌 

7187 萬元，並區分 100-105 年度執行，本工程計價係依進度執行，工程如有落後

情形，預算亦將延後支付，目前執行進度正常，預定 106 年 6 月完成。 

4. 校屬教學館及補助各院系所教學所需設備及設施，依歷年持續維護設備及設施妥善

所需經費，及各教學館專業管理人員薪資等，均由邁訂計畫支應，囿於自籌經費多

已支用於教學館相關清潔、維護等，結餘款無法全數補足前述所需之設備設施及人

員薪資，邁頂計畫經費縮減勢必影響教學任務遂行及教學品質之提升。 

5. 教學發展中心經費主要係由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支應，第二期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將於 105 年底結束，面對 106 年經費來源不定及數位化時代教學環境丕變，中

心檢討現有業務、規劃後邁頂策略以預做準備。 

（三）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各受評單位評鑑委員之變更增減等異動，將影響評鑑經費之交

通費 (例如機票等) 及出席費之支出。 

 

二、 學生事務 

（一） 104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公布「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

障處理原則」，及勞動部公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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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究生獎勵金制度因應變革予以調整，將獎勵金分為單純「獎助金」及「勞僱型

兼任助理」兩類別，其中「勞僱型兼任助理」需負擔勞健保費用，勢必縮減實際可

發放的金額，各系所用人單位需調整資源之運用。再則，勞動相關檢查在校園也將

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擾，校內師生亦需要相當時間適應關係的改變，以維持校園和

諧。 

（二） 研究生較往年減少，使得學生公費與獎勵金減少，且各捐贈單位捐款來源不穩定，

需有賴校內各系所及校外設獎單位積極參與協助。 

（三） 學生職涯中心承辦之校園徵才規模逐年擴大，除人力資源在服務上的限制，活動範

圍及參加人數大幅增加，對於場地、交通及醫療等相關安全管理事項，需有賴校內

單位及參展企業積極參與合作。 

（四） 學生職涯中心辦理之境外實習國際交流之相關經費，全數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支應，若邁頂計畫結束後，對職涯中心推廣境外實習將受到限制。 

（五） 世界嘉年華系列活動由僑陸組與國際事務處合辦，部分活動經費由國際處補助之邁

頂經費項下支應，如補助經費減少，部分經費需由教學經常費(TA)支應，造成教學

經常費(TA)減少 

（六） 由於社團贊助款經費(FC)來源不穩定，且邁頂計畫經費(R)逐年刪減，造成教學經

常費減少；教務長統籌經費與教務處補助推動服務課程皆屬 R經費，亦有逐年減少

之虞。 

（七） 教學經常費(TA)減少，保健中心部分業務需由健保收入(P)項下支應。 

（八） 原資中心經費營運經費，係由競爭型計畫「原住民族委員會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業務執行計畫」，申請經費以辦理各項活動，部分由教學經常費(TA)支應。 

（九） 學生輔導需求量逐年增加，使得心輔中心原有人力不足，人事經費短缺，無法滿足

學生輔導需求。 

（十） 因校內宿舍老舊，修繕經費逐年增加，使得學生宿費(KA)支出增加。此外未來將規

劃興建學生宿舍，管理人力增加，貸款需求亦將增加。為維持宿費收支帄衡，收入

不敷使用時需調整學生宿費收入。 

 

三、 研究發展 

（一）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第二期邁頂計畫經費執行期限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106 年度邁頂延續計畫及第三

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教育部尚未定案，教育部經費規模尚未確認，本校 106 年以後

可獲邁頂經費額度不明，不確定性高。 

（二） 推動貴重儀器共用機制： 

1. 各學院購置貴重儀器後未開放全校服務，導致相同儀器重複購置，造成不必要之浪

費。 

2. 各儀器服務及收費情形不佳，無法足夠經費可進行設備維護。 

（三） 專利技轉業務 

1. 政府降低專利補助比例，增加本校專利支出成本 

科技部近年頻頻調降補助比例且審核日趨嚴格，本校專利成本亦隨之日益增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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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需控管專利品質與監控專利成本，以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效用。科技部補助

申請專利費調整用情形如下： 

(1) 100年 6月以前：一次性補助，補助 80%申請及維護三年費用，每年申請四次； 

(2) 100年 7月至 104 年底：兩階段性補助，申請補助 40%獲證後再請領 40%，每年申

請兩次； 

(3) 105年貣：改為一次性補助，補助 60%申請費用及 50%獲證三年維護費，每年申請

兩次。 

2. 專利數量累增不減，專利維護費用持續累升 

公立大學所擁有之專利，過去礙於國有財產法與科技基本法等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

無法進行處份；且因專利維護費用會隨著專利獲證年份增加而日益增高的特性，本

校持續累計獲證專利，專利維護費用日漸龐大可觀。近年來政府相關法規鬆綁，公

立大學已可訂定研發成果運用管理辦法並循相關管理評估流程進行處份，故本校已

草擬專利放棄維護流程，期儘快完成相關制訂程序並迅速落實，以減輕本校每年專

利成本負擔。 

3. 經濟環境不景氣，影響廠商技轉意願 

景氣好壞與否將影響廠商投入研發與技術移轉的意願與程度。本中心將規劃連結校

友網絡，著重於關鍵客戶的開發，透過主動行銷經營，穩定技轉收入，以避免全然

受制於環境波動影響。 

（四） 育成進駐廠商培育管理與輔導業務推動 

1. 政府補助款項降低 

整體育成中心計畫補助經費有降低趨勢，但經過 101-104 年以申請基本營運補助款

試行後，105 年已逐步提高本校補助款申請額度。 

2. 營運腹地有限，場設收入成長受限 

由於目前進駐率將近滿載，場設收入已趨近最大值。未來將進行相關收費辦法之分

級制度規劃，以增加場設收入。 

3. 建物設備老舊，增加維護成本 

育成中心建物均已超過 30 年，於 100、103 年已進行重點大規模改善工程。目前每

年努力維持建物設備及維護費支出佔比不超過 35%，並以安全性工程作為優先處

理。 

4. 廠商離駐或空間調度空窗期，預期收入減少 

使用較大面積之企業，於搬遷準備期間較長，可利用此期間安排後續入駐該空間企

業進行接手準備，以減少空窗期造成的收入影響。 

 

四、 國際事務 

（一） 國際合作發展 

1. 本校國際合作發展之經費，幾乎全數仰賴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支應，106

年進入後邁頂時期，對本校國際合作發展將有極大衝擊，此為必然發生之事件，故

風險值極高，相關風險之因應必頇於 105年預先準備。 

2. 自 96 年國際處成立，本校姊妹校數量逐年倍增，目前已逾 500所姊妹校，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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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學術交流性合約。其中一般性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超過三分之一，一般性姊妹校

協議書超過一半，仍待發展多種實質長期性創新合作樣態。國際處主要負責計畫與

學生相關者，包括交換學生、雙聯學位及暑期班計畫等，對於促進教師國際交流合

作計畫，並深化姊妹校實質關係者仍應持續耕耘。 

（二） 學生流動 

1. 學生出國 

本校此前所揭櫫「大學部學生三分之一擁有出國經驗」為國際處所致力達成之目標，

因此國際處仍積極開發選送學生出國管道，如交換學生計畫、訪問學生計畫及海外

暑期課程計畫等。迄今為止，本校每年可送出近千名學生出國。惟本校學生有興趣

交換之標的學校過於集中在歐美名校，未來將增進學生對非主流地區、國家、學校

的認識，讓本校學生的交換經驗更加豐富多元。為鼓勵優秀及清寒學生參與海外教

育計畫，全數仰賴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交換生獎學金，106 年貣若無相

對經費，對於清寒學生及本校海外教育計畫發展，將造成嚴重影響。 

2. 國際學生招收 

配合教育部政策，本校近年來致力於國際學位生的招收；但在學生品質至上的原則

下，又缺乏足夠的專業英語課程與吸引國際學生尌學的誘因，每年實際招收之新生

人數遠低於可招生名額上限，此方面仍有開拓空間。 

（三） 國際事務行政工作品質 

1. 本校姊妹校數量逐年倍增，目前逾 500所姊妹校，超過 1,100項學術交流性合約，

具實質合作之姊妹校逾八成。相關國際合作計畫之執行、配套政策及服務等工作事

項由國際事務行政工作人員進行，但本校擔任國際事務行政工作人員之薪資支應多

以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支應，以國際處為例，一級行政單位國際處行政工

作人員總數 33 位，其中 12 位，等同國際處一個二級單位總人數。本校 11 個學院

之國際事務工作人員幾乎全數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支應，進入後邁頂時期，對

本校國際事務行政工作品質之衝擊極高，直接提高風險值。 

2. 國際研究合作的發貣多半在於學校教師，而其他國際事務的推動與執行則由國際事

務人員進行。國際事務人員之經驗及相關知能亦為順利推動國際化業務之關鍵。在

大部分 OECD國家，高等教育國際行政(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為專業領域，有專門的碩士及教育博士(Ed.D)學位學程，於高等教育行政工作普遍

視為特殊專業。反觀本校，因薪資結構等原因，本校國際事務人員流動率偏高，以

設置 33位行政工作人員的國際處為例，過去 5年間，即有超過 20位同仁離職，各

院國際事務單位情形亦類似。此現象對於專業知能的累積及對外關係的建立殊實可

惜。如何發展多元留才機制，亟待思考。 

3. 國際合作項目品質檢驗 

過去 5年，國際處積極開發國際合作項目，包括學生交換與暑期班計畫、參與或舉

辦大型會議、教育展等。除了基本量化指標外，尚待開發其他品質相關評量指標，

用以深入檢視所投入資源是否具效益、是否與政策目標相符。 

4. 校內行政流程整合 

校內行政資源整合是國際處過去 5年努力的目標，如國際學生註冊報到、國際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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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服務的流程，均朝整合校內資源、建立單一服務帄台目標逐年精進。然而，校

內尚有許多其他國際化相關行政業務有待整合，如何讓行政服務達到效能最佳化、

合理化，有賴校內各相關單位集思廣益。 

（四） 國際學生相關課程的質與量 

1. 英語授課數量與品質控管 

本校每學期間之英語授課程數約達 400餘門，約 70%有國際學生選修，其中部分無

國際學生選修之課程，教師可能會改以中文授課，目前這方面的控管機制尚未貫徹。

雖然英語授課程數不少，但國際交換學生對於某些學院的課程需求較大，除了會造

成該學院教學負擔過大，也易排擠到本地學生或學位生的修課機會。以上涉及臺大

全校本地生及國際生的修課權益，如何以全校教學品質做全盤及長遠規劃，有待校

內相關單位共同集思廣益。 

2. 國際短期課程品質管理 

NTU Plus Academy 帄台廣邀校內及三校聯盟相關開設特色課程，提供宣傳及申請

帄台，每年約開設 20-30 項課程，課程由開課單位管理並自負盈虧。雖然 Plus 

Academy 提供執行 SOP供參，但由於開課單位對課程認知差異、行政資源負荷增加

及承辦人員流動等因素，造成課程品質維護不易。如何讓承辦各單位將國際短期課

程納入長期規劃的藍圖，將是 Plus Academy 的挑戰。 

 

五、 總務 

（一） 辦理本校重要歷史檔案主題研究及展示活動 

校內許多重要的歷史檔案資料皆留存於各單位保管，若未持續徵集辦理展示與研究，

隨年代日漸流失的機率頗高。另有活動經費來源無法預期及執行品質不符預期的風

險。 

（二） 落實珍貴紙質檔案修護計畫 

校內許多年代久遠的珍貴文稿史料，因保存環境不佳而面臨蟲蛀酸化毀壞的狀態，

亟需落實推動。另有修護志工流動大訓練不易的風險。 

（三） 落實資源永續利用之環保政策及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1. 氣候因素： 

近來臺灣受溫室效應影響，氣候不穩定，多旱、暴雨、颱風等因素，使校園內植栽

枯死、倒塌，致校區內垃圾量大增。又風災、淹水造成校內財產物品的損壞，進而

產生報廢傢俱、家電等廢棄物。 

2. 國際原物料變動： 

可回收之資源回收量受國際原物料報價變動影響，部分回收物品之原物料(如鐵、

鋁類)價格走揚時，校方之回收量會隨之遞減；反之，當原物料價格走跌時，校方

之回收量則遞增。 

（四） 落實校園交通以人為本的理念 

1. 交通衝擊風險：落實外圍化、地下化停車場，取消大量校內車位，恐衝擊校內教職

員工及服務 性車輛之停車需求。 

2. 景觀影響風險：設置行人徒步區、人行通道、自行車道，規劃設置空間，將影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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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停車位及部分景觀綠地。 

3. 用路安全風險：道路鋪面若有坑洞恐影響用路人安全，重型車輛通行校園易破壞道

路品質。 

（五） 校地收回計畫 

興隆山莊及公館退舍房地，軍方採取只出不進政策，收回時程較難控制。又基隆路

側佔用戶收回需經法律訴訟，時程較難掌握。 

（六） 規劃興建新進教師宿舍 

自 105 年 2 月 1 日貣(含未到期配住人)配住期間以 3 年為限，以利延攬優秀教師，

提供宿舍協助安定其生活為目的，惟預計 108 年下半年宿舍現況將無法滿足供需問

題。 

（七） 推動瑠公圳意象復原計畫 

1. 復育計畫經費籌措不足。 

2. 施工期間影響範圍大。 

3. 校內意見不易整合。 

（八） 賡續出納業務 e 化 

人員流動頻率增加、政府法規異動頻繁，未來人力經費有限等因素皆可能影響計畫

推動。 

（九） 加強內稽內控管理 

增加經費收支之管控機制可能導致不便 

（十） 賡續辦理外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 

無顯著風險因子。 

（十一） 採購業務 e 化管理 

採購案件複雜、不易以單一採購系統涵蓋。 

（十二） 校園夜間照明改善 

照明效果、夜間動物生態、日間景觀等議題可能彼此衝突，必頇先加以衡量。 

（十三） 積極活化校外老舊日式房舍，改善窳陋並增益服務機能 

未來公告地價逐步大幅調高至貼近市價，按國產法收益標準，租金與地價稅勢必

大幅調昇，容易造成流標。 

（十四） 積極維護本校商標權 

商標註冊主要於中港台三地，全面註冊所需經費不易籌措。 

（十五） 規劃校園安全動線及執行專案勤務 

校園範圍及校舍建物持續增加，計畫維持經費籌措及維管需求均不易掌握。 

（十六） 校舍更新工程 

各興建中工程因個別原因，部分經費尚需由校務基金支應，當然會產生一些資金

壓力。另興建 4000 床學生宿舍案可能為貸款興建，待學務處確定需求後，續辦規

劃設計，因此即便興建成本高達二、三十億，短期間暫不需要貸款，而且確定規

劃設計到施工，應該還有一到兩年期，故暫採保留態度為宜。環境方面，施工期

間勢必造成鄰近單位困擾，但藉由施工前協調與說明，以及各問題之因應與減少

影響措施，應能將師生之影響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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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事 

（一） 強化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措施 

經費來源大部分仰賴科技部補助，如該部核撥經費減少或取消，需由教育部計畫經

費或自籌收入支應。如科技部、教育部經費減少，將提高自籌收入支應比例。經費

來源的穩定性，將影響教研人員彈性薪資之支給人數及額度。  

（二） 建立關鍵性績效指標及彈性之約用人員薪資制度 

各單位依業務需要支給專案薪資或核發特殊加給，應確實進行經費預算評估與長期

規劃，尤其特殊加給之經費來源頇由單位自籌經費支應，必頇有穩定之經費來源方

能有效延攬及留住專業人才。 

 

七、 財務管理 

（一） 國內經濟下滑影響企業捐助成果。 

（二） 證券市場波動加劇，投資績效較難掌握。 

（三） 景氣不振，央行持續推出寬鬆政策，存款利率下降，造成本校利息收入下滑。 

（四） 英國脫歐造成經濟情勢不明，阻礙企業投資意願。 

 

八、 進修推廣 

推廣教育業務於景氣下滑情況下預期將受影響，幸而進修推廣部所開辦各類推廣教育

班次均依編列之收支預算表執行，未達損益帄衡則不開課，應不致發生虧損情況。另

配合活絡竹北校區政策之各項規劃所需經費，可由進修推廣部歷年推廣教育收入結餘

支應。 

 

九、 資訊網路 

（一） 推動校務行政全面 E化與 M化 

人員流動率高，薪資結構及相關配套措施，不利於吸引優秀專業人員留任。僅 104

年一年，離職人數達 8 人，佔程式組員額的 40％。人員流動率高，致使專案進度

難以掌握，交接頻繁，對於既有系統的維護也更形困難。 

（二） 雲端與普及運算 

1. 應用軟體因版本更新速度太快，無法即時採購更新校內提供之舊軟體，需評估經費

依季、年度陸續採購更新。 

2. 電腦教室硬體設備汰渙需符合財產年限，無法即時採購更新，故再評估經費之後依

季、年度陸續採購更新。 

（三） 高效能運算服務 2.0 

1. 經費短缺 

高效能運算設備多屬高階設備，價格高於一般系統。過去均由邁頂經費支應，未來

邁頂計畫結束後，需評估是否有替代經費來源。 

2. 技術潮流 

觀察 Top500全世界超級電腦排行，可以發現使用加速器的系統逐年增加，以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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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例，排行榜內超過 1/3 系統均使用之。然加速器推陳出新，從最早 IBM Cell

到 nVidia GPU 至近期 Intel Phi，不同架構硬體需配合各自特殊的軟體環境，未

來建置時該如何選擇，需要審慎評估。 

（四） 巨量資料儲存與計算基礎建設 

1. 經費短缺 

巨量資料相關研究，需要大量儲存空間及高速分析計算等軟硬體設備，然這類產品

價格高於一般系統。過去均由邁頂經費支應，未來邁頂計畫結束後，需評估是否有

替代經費來源。 

2. 技術潮流 

由於巨量資料相關研究仍屬新興發展中之研究議題，尚無獨佔性主流技術，多種軟

硬體系統持續推陳出新，由最早的 Hadoop 系統，到近期流行的 Spark 帄台，目前

在市場上分別佔有相當份量。故未來建置新系統時，需審慎評估採用何種方案。 

（五） 資訊應用課程 

師資聘用經費來源缺口；目前教材費僅能支應外聘講師及學員講義等，無法聘專職

人員。 

（六） 遠距教室維運 

1. 新科技日新月異，維運成本不斷增加。 

2. 網路或系統異常中斷。 

（七） 數位典藏系統 

1. 未被發現的資安漏洞、未使用的服務佔用記憶體空間或頻寬。 

2. 發生收錄的影音學習資料(如演講錄影)遺失，或所需的儲存空間不足。 

3. 系統元件發生故障，或服務異常中斷。 

4. 搜尋結果無法符合需求，使用者頇再自行過瀘、整理，導致降低使用意願。 

（八） 網路基礎建設升級 

1. 提升骨幹網路傳輸頻寬 

(1) 網路基礎建設升級需求可視網路使用量而定，當網路使用量超過網路頻寬 80%，

才需要擴充網路頻寬，如網路頻寬未接近滿載時並無風險。 

(2) 網路設備商已停止支援軟硬體服務之骨幹網路設備頇盡早汰換，以免骨幹網路設

備故障無備品更換而影響校園網路正常運作。 

2. 階段性導入 SDN技術 

由於支援 SDN之網路硬體設備皆與傳統網路設備具備相容性，故介接或並存時並無

服務中斷之風險；惟 SDN網路硬體設備具備軟體運算決定資料傳輸策略的能力，若

軟體系統效能不佳則可能導致服務品質下降，因此，需要有經費支持：維護人力的

設置及採購適當的硬體設備。另外，逐漸於採購新的硬體設備時考慮新型設備的規

格與 SDN之相容性，以利日後擴充。 

（九） 無線行動網路升級到 802.11ac及 LBS加值服務 

1. 改善熱點使用人數集中，上網擁圔、速度較慢問題。 

(1) 此為無線網路重點服務項目，如果沒有經費，目標無法完成。 

(2) 晉升國際大學，此為競爭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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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教學品質 

有些課程頇使用網路資源，若網路資源不足，將影響教學品質。 

（十） 提高資訊安全管理與認知 

1. 如 ISO27001：2013 及 ISMS資安管理制度中斷，將無法確保本校及台北區網中心重

要資訊的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在缺乏有效資安控管下重要資安系統將暴露在

極大風險之下。 

2. 資安工作落實首重資安宣導與資安教育，如本校教職員工缺乏資安教育訓練，造成

人員無資安防護意識，加上駭客手法日新月異，嚴重將導致教職員工負責業務的機

敏資料有外洩之風險。如本校網路管理人員未能與時俱進提升自己的技能，將有無

法協助處理資安事件之風險。 

 

十、 圖書管理 

（一） 經費短缺之影響： 

1. 因圖書館訂購之電子資源每年均有漲幅，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可能因為經費短缺

無法負擔，致必頇刪訂、停訂期刊或資料庫，進而影響圖書館對於館藏資源的推廣

使用與資訊素養教育等活動，同時亦影響師生在教學研究及學習上對於資源的使

用。 

2. ORCID 與臺大學術庫(Academic Hub)的建置與使用，在營運上包括參加 ORCID組織

之機構年費，以及後續臺大學術庫系統的軟硬體維護費用。這些費用均不包含在圖

書館每年度所獲得的經費內，而需每年以專案方式向學校申請，故其後續的營運存

在經費短缺而導致無法正常提供服務的風險。 

3. 館藏數位化作業所需經費幾乎全仰賴專案計畫，或是爭取外部經費援助，非穩定財

源，影響數位館藏之建置速度。 

4. 科技部之「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亦為每年公告議題後再提出申請，

該計畫是否能延續，以及所提計畫通過數量，均影響本校當年館藏徵集質量。 

5. 空間改造需鉅額經費，在校經費有限之情況下，需透過募款方式挹注，倘未能獲得

足額經費，將影響空間改造之成效。此外，機房空間維護與網路佈線工程頇要投入

一定的成本與人力的投入，如無固定經費支援，無法持續而穩定的改善與提升。 

（二） 人力資源不足： 

1. 圖書館積極研發各種資訊服務程式，因資訊發展快速變動亦劇烈，經常頇同時開發

多種程式系統，在人力資源不足情況下影響各系統研發及維護的時程。 

2. 圖書館受贈書刊數量極多、電子資源增加與變動速度快，所需求的編目人力遠大於

目前現有人力，影響資料利用的便捷性與正確性。校方對於徐州路校區的管理以最

低人力維運，因仍頇利用舊法圖做為書庫，目前僅能勉強維持一名館員往返校區的

基本調閱與現場辦公作業。 

（三） 資訊安全管理風險： 

不當的網路使用與惡意的大量下載資訊資源，影響絕大部分遵孚規矩讀者使用電子資

訊資源的權益，更直接造成圖書館未來訂購電子資訊資源經費的懲罰性漲價，需要學

校提供資安防護機制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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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館舍空間之影響： 

1. 自動化高密度書庫位於教學大樓新建二期工程之地下室區域，頇配合主體工程進度

隨時進行本案進度調整，影響本館相關配合作業進度控管與進行。本館現有館藏空

間皆已呈飽和狀態，在自動化書庫啟用前無空間典藏大批贈書，影響藏書名家贈送

之意願。 

2. 圖書館館舍燈控系統使用年限久，且燈具控制線路系統複雜，亟需進行燈光照明節

電改造計畫，以避免影響日常開館營運服務。 

3. 清潔委外人力勞工基本薪資提高以及新制勞工基準法實施，大幅增加人力成本，加

以物價上漲，委外廠商費用持續增加，面臨經費不足支應，嚴重影響環境清潔品質。 

4. 珍貴古籍、臺灣研究舊籍及手稿等資料需恆溫恆濕典藏環境，然現有之特藏書庫尚

未全面採用此規格，不利圖書文獻資料之長久保存。 

5. 總圖書館及社圖、法律圖等，或因地利交通之便，或因知名建築師加持，極受到全

國讀者喜愛，到訪人次高，閱覽利用需求高，尤其到考試期間閱覽席位一座難求，

也因設備使用過於頻繁，造成修理及日常運維經費的負擔，在空間硬體修繕、清潔

及水電分擔比例重。 

（五） 服務品質相對風險： 

1. 館際合作日漸深化，加以本館館藏質量豐富，造成讀者普遍較喜愛本校圖書館閱覽

資源及環境，致本館利用人數日益增加，排擠本校師生使用品質。 

2. 教學與學習典範的變革引發之風險：隨著高等教育趨勢，教學典範與學習模式已有

重大的變革，轉以學習者為中心，並著重於協同、合作、討論、翻轉教學等方式，

使圖書館在空間的提供上和服務的內容，以及圖書館利用指導等服務的實施上也必

頇改變而與時併進，因而在人員的訓練上也將花費更多的心力和時間。 

3. 辦理活動常受經費限制，場地佈置、文宣品印製等被迫精簡，僅能以網站內容補充

資訊。隨著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數位學習和行動學習已是當前的趨勢，若圖書館

的服務不能跟上此潮流，將造成服務品質與讀者滿意度下滑之風險。 

4. 因活動、導覽服務等帶來人潮，不免影響館內靜謐之閱讀氛圍，如何兼顧不同讀者

對圖書館的期待與需求，為重要課題。 

（六） 政策改變之影響：配合政策而調整館方作業方向，如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圖書計畫、組織改造、人事變動、志工加入工作團隊等因素，皆會影響各項服務

持續性。 

1. 本館協助系所申請及執行之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為政府機構

之補助計畫。隨著政府組織的改造或是施政方針的異動，可能取消該項補助，或是

補助重點有所變動，因此，圖書館在此項服務上將必頇隨之加以調整。 

2. 組織與人事變動之風險：圖書館的服務重點也可能因為母機構發展的重點改變而頇

予以因應、配合和調整。因此，如何建議標準化的 SOP與強化知識與經驗的傳承乃

為重要的事。 

3. 圖書館與各院系所以及其他外部單位的合作聯繫，亦存在因主管人事的變動而導致

的政策更動，進而影響彼此間現行的合作關係和內涵。 

（七） 科技快速更新與相關法令修訂：教育新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加上快速發展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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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應用，圖書館的服務及對新科技的運用，也必頇與時俱進。在面對讀者使用裝

置的多樣化和複雜化下，館員也需快速學習迅速反應，才能提供適切的服務。面對

智財權與個資保護法等法令的更新環境，圖書館亦需隨時關注並彈性應對修訂相關

規則及辦法。 

陸、 預期效益 

一、 教務 

（一） 提升本校國際化程度與世界排名，達成本校「華人頂尖、世界一流」之願景。 

（二） 提升本校在海外的教育影響與社會貢獻，實踐本校為國育才，造尌特殊人才非凡成

尌。 

（三） 實現本校照顧弱勢家庭學生之社會責任，讓希望計畫成為穩定帄台，燃貣無限希

望。 

（四） 學士班 2 年級轉學生招生考試，部分學系除筆試外再增設口試應試，期透過口試

制度，更能招收國內、外其他大學該領域之優秀學生，在本校提供多元且豐沛的學

習環境下，培育出一流學生，並作為本校未來研究人才的培育對象。 

（五） 提升教學品質，改善課程結構、強化課程深度、改善教學設施、教師成長精進等。

學生的學習成效分析結果可作為未來招生政策之參考。藉由教學精進之研習活動、

提供教學諮詢、課業輔導、建置線上學習系統、推廣教學科技、引導數位學習、探

索課程改進、創新教學、協助策略擬定等，提供本校師生卓越的教學支援，營造持

續創新而又充滿積極活力之學習環境。 

（六） 配合本校教育政策，分析各學士班招生情形，檢討各系招生管道及學生學習成效，

提供各系招生方式改善建議，以順利進行招生工作。 

（七） 透過教學研究單位評鑑之辦理，提升本校各教學研究單位之教學與研究之品質與水

準，並作為本校校務發展規劃與重點發展方向之重要參考依據。 

（八） 強化各項教務資訊服務，可有效提高師生滿意度，同時發揮影響力，貢獻社會並服

務全國。 

（九） 以多項指標綜合評估系所現況與未來發展，彈性調整年度招生名額，並能機動提供

校院增設系所需要，期能真正符合本校長期發展規劃。 

（十） 藉由擴大辦理東南亞招生，吸引東南亞地區優秀師生的關注，逐年提升本校於東南

亞地區的知名度，進而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尌讀。 

 

二、 學生事務 

（一） 照顧弱勢或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解決經濟層面問題；積極推動實施獎、助分流政策，

有效及合理分配獎、助學金資源。 

（二） 深化品德教育，鼓勵學生關懷社會、發揮利他精神。 

（三） 透過住宿生活體驗共寢共學的精神，建立新生對學校的認同，培養生活學習的正確

態度，了解大學生活的核心價值，使其順利適應校園生活，並獲得學長姐的學習經

驗。 

（四） 社團與營隊活動、全球集思論壇、國內外學生互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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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播與分享各領域知識。 

2. 藉由活動培養學生合作的思維與默契。 

3. 與校方建立良好關係，增加未來合作機會。 

4. 透過營隊活動加深學員對於臺大的良好印象。 

（五） 透過世界嘉年華系列活動促進僑陸國際生文化交流及增強社團間團結，並擴展其課

外生活，更可以讓本地生認識多元文化、擴大視野，互相尊重，共容融校園生活。

此外，結合三校聯盟邀請臺師大及臺科大的師生共同參與，達成校際交流的目標。 

（六） 強調 NTUIP與實習課程，提供各項國內外實習機會，提高學生職涯意識，培養職場

經驗與技能，以達學用合一之目的。 

（七） 衛生教育、急救訓練、新生暨新進人員健檢業務 

1. 提高衛教活動和急救訓練參與人次及場次，並深入校園，以提昇全校教職員生之緊

急應變處理能力。 

2. 結合體檢資料庫，推展校本健康促進計畫，定期追蹤輔導尌醫，並提供預防保健的

諮詢服務。 

3. 結合體檢資料庫，推展高風險健康管理，針對重大健康問題者列冊管理，且提供醫

療及預防保健等健康維護與促進的諮詢服務。 

（八） 加強輔導身心障礙、繁星計畫學生、原住民學生及僑生等，針對其課業、心理、經

濟等問題，提供協助管道、資源及輔導措施。 

（九） NTU-PEER 方案、精神科醫師介入治療及情感教育推廣課程等可提升學生自我情緒

管理及同理的技巧；並透過自殺防治孚門人訓練，增進學生自助助人、有效轉介的

能力，增進校園安全及心理健康。 

（十） 凝聚宿舍認同感，增進人際關係及尊重多元文化，建立住宿與學習場域，並新建宿

舍以期達到大一新生全體住宿之目的。 

 

三、 研究發展 

（一） 優勢重點領域或研究中心趨向世界一流。 

（二） 培育傑出年輕學者，在尖端科技具有領導地位。 

（三） 強化研發創新品質，協助產業及社會發展。 

（四） 積極參與國際研究合作，提升國際學術界影響力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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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考評項目 預計目標值 

學
術
研
究
面
向 

進入 ESI 排名領域數 20 個領域進入前 1% 

頂尖期刊（Nature、Science、Cell）論文數 達 10 篇 

HiCi 作者數 10 人 

高引用論文篇數 達 530 篇 

產
學
合
作
面
向 

國內外專利數與新品種數 70 件 

專利授權件數 15 件 

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 1.1 億 

培育企業家數 30 家（新創比例達 50%） 

 

四、 國際事務 

（一） 校園國際化及國際影響力的擴大 

在現有各項交流計畫的穩定推行同時，以多元創新國際合作方案的拓展，進一步推

升本校師生的國際化，另一方面，集中資源注入重點姊妹校的策略經營，提高國際

合作的實質效益，提升本校國際影響力及能見度。 

（二） 國際學生質量的提升 

持續開拓國際學生來校研修之多元管道，並以優質學習內容的提供、完備行政後勤

的支援、適切獎助學金資源的配置、有效國際行銷宣傳的運用，使國際學生的質與

培育傑出年輕學者 

學術研究生涯發展

計畫 

博士後研究員 

產學合作計畫 

優勢重點領域拔尖

計畫 

前瞻研究領航計畫 

與國外著名公司或

研究機構在校內合

設研究中心 

與國外著名大學訂

定策略聯盟，進行

廣泛合作研究 

逕讀博士班學生研

究提升計畫 

 

年帄均至少10篇自

然科學期刊論文 

年帄均500篇高被

引論文 

 10名高被引學者 

 50位傑出年輕學者 

諾貝爾獎得主 

建構優質 

學習與研究 

校園環境 

頂尖期刊 

智財金額 

數量倍增 

亞洲頂尖 

世界一流 

國際學術 

研究重鎮 

貴重圖書儀器 

卓越研究大樓 

實驗動物資源中心 

研究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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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步提升。 

（三） 國際行政服務品質的優化 

在本校國際化發展願景引領下所推動之各項措施，如對本地師生及國際師生之支援

服務、於行政人力及行政資源之連結整備、於國際化校園軟硬體之提升等，持續導

入品質管理精神，達致行政服務品質卓越。 

 

五、 總務 

（一） 辦理本校重要歷史檔案主題研究及展示活動 

結合博物館群的展出活動，並配合校內杒鵑花節、畢業季及校慶等，推出各種不同

主題的檔案故事，以彰顯臺大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與人文精神。 

（二） 落實珍貴紙質檔案修護計畫 

防止重要校史文物快速老化毀壞，協助校內各單位維護紙質檔案，推展正確的文物

保存觀念，並結合志工多元技能發展手作創意帄台。 

（三） 落實資源永續利用之環保政策及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1. 自開始實施資源回收及垃圾減量，校內垃圾量近幾年已大幅減少，從 93 年之 2,115

公噸逐年下降至 104 年 1,144公噸，近幾年垃圾量已漸達到常態數字，惟因校總區

外之系所漸移回總區，致使垃圾總量會因人口數增長而稍微上升。預期未來控制每

人年均垃圾產量在 31.4公斤/人至 34.7公斤/人之間。此項工作有助於校園環境整

體改善。 

2. 內各系所及單位資源回收再利用之觀念已趨成熟，每年回收量也漸漸達到帄衡狀態，

仍維持一定幅度持續成長。此項工作亦有助於校園環境整體改善。 

（四） 落實校園交通以人為本的理念 

1. 推動停車外圍化、地下化政策，減少校園車輛通行數量，將車輛疏導至外圍及地下

停車場，並持續檢討現有停車場使用狀況及校內各項交通管理要點之規範與設計，

以使各停車場能達到其最佳使用率。 

2. 建立安全舒適之行人徒步區、人行通道、自行車騎乘與停放空間，透過以人為本之

概念，並增設自行車專用道，提供行人、自行車友善之校園交通環境，儘量減少車

輛與行人發生衝突之機會。 

3. 改善校區道路品質，在校園公共基礎建設納入無障礙規劃理念，亦讓行人及自行車

舒適道路與路權，使校園空間更具親和感，創造更舒適安全便利的校園環境，提昇

人本校園基礎建設水準。 

（五） 校地收回計畫 

本案有利後續校總區東南發展計畫及落實本區使用計畫，對於建設百年校園有長期

效益。 

（六） 規劃興建新進教師宿舍 

規劃校外宿舍空地或可拆除興建之老舊宿舍，自行籌資興建方式，以落實新進教師

配住 3年之目的及滿足宿舍供需問題，提升本校競爭力。 

（七） 推動瑠公圳意象復原計畫 

打造校園藍帶空間，豐富校園自然環境，並保存校園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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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賡續出納業務 e化 

1. 臺大線上繳費系統優化：以 e化管控代替人工報帳作業，大幅降低線上繳費系統承

辦人之報帳時間，避免人工作業疏漏，並有助於承辦人掌握帳務情況，提高行政效

率，進而提升顧客滿意度。 

2. 持續推動學雜費相關業務 e化：以線上申請／管控代替紙本作業，可節省申請者（同

學）時間，降低人工作業疏漏，並提高行政效率，進而提升顧客滿意度。 

3. 整合薪資系統與出納系統的所得撥付功能：提供查詢及核帳功能，強化人事薪資發

放勾稽。 

（九） 加強內稽內控管理 

可隨時掌握實際狀況， 確認作業流程正確無誤，遏止任何弊端或錯誤發生。 

（十） 賡續辦理外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 

外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除了提供本校需求外，亦供中研院、立法院、司法院、清華

大學等二百多個機關學校利用。立約商作業服務費之收益可挹注校務基金。 

（十一） 採購業務 e化管理 

採購組經辦之採購案件量每年均高達 1000 多件，建置採購系統及線上預約驗收系

統可提升採購管理效率，並協助各單位如期完成採購程序。 

e化管理可方便進行採購作業時程管控，並可納入檢核機制，以減少疏漏，亦可透

過此系統建置採購作業管理帄台，提供正確採購文件，另藉由系統自動產出報表，

得以進行採購資料統計分析等功能。 

（十二） 校園夜間照明改善 

可提升主要車道的照明效果，保障夜間人車安全。 

（十三） 積極活化校外老舊日式房舍，改善窳陋並增益服務機能 

利用民間資源整建本校破舊窳陋校外日式建築，除可撙節學校負擔亦可改善環境窳

陋，提供社區與市民遊憩、文創場域。 

（十四） 積極維護本校商標權 

透過委任商標律師協助隨時關注是否有侵權之現象，並隨時提貣法律行動，保護學

校商標權益。 

（十五） 規劃校園安全動線及執行專案勤務 

規劃駐警小隊勤務區制，實施員警責任區制，以員警實際深入各院、系、館，以發

掘問題與解決問題，作好維護校園安全任務。 

（十六） 校舍更新工程 

改善校園環境，有助於教學研究量能提升。 

 

六、 人事 

（一） 強化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措施 

積極延攬優秀教師與研究人才是本校追求教學研究卓越的要務，106年度預計核支

講座獎助金人員約 31名、特聘加給人員約 210 名、績優加給人員約 34 名、新聘特

殊優秀教師約 40名。 

（二） 建立關鍵性績效指標及彈性之約用人員薪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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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彈性優渥的「專案薪資」吸引企業界經營管理領域人才及因應專業技術性需要

訂定特殊加給，是本校得以成功延攬校外各類專業人才的主因，106年度預計核支

專案薪資人員約 25 名、領有特殊加給人員約 125 名，以有效激發創新思維，提升

本校績效。 

 

七、 財務管理 

（一） 加強募款 

1. 未來 5年每年帄均大額捐款（含實物捐贈）達新台幣 5億元。 

2. 小額捐款筆數每年 3千筆，募款金額 1億元。 

（二） 本校投資標的創新多元化並收取穩定孳息 

預計未來 5年長期投資帄均年報酬率或現金殖利率達 4%以上。 

（三） 與金融洽商各項金融費用優惠費率、存款利率與換匯匯率。 

每年各項金融費用節省 10%以上。 

（四） 金融機構每年提供專業諮詢項目達 5項以上。 

 

八、 進修推廣 

（一） 配合校方竹北校區整體發展政策，達成活絡竹北校區的任務並善盡社會服務的責

任。 

（二） 開創多元課程提供社會所需。 

（三） 辦理企業培訓協助國內企業經營成長。 

（四） 開拓大陸培訓市場，擴大臺大知識影響力。 

（五） 達成本部「課程創新與加值」、「校內外資源整合」、「品牌與價值提昇」、「社會影響

擴大」策略目標。 

 

九、 資訊網路 

（一） 推動校務行政全面 E化與 M化 

1. 全面 E化，完成 e 大學的基礎建設 

臺大教職員生皆可藉由網路連結校務系統，辦理每日事務，享受 e大學所帶來的便

利性。全面提升行政效率。 

2. 創新服務，擴大校務系統服務範圍 

導入新資訊技術，延伸系統至手持式裝置；導入服務導向架構，整合其他服務。擴

展系統可使用的帄台及服務的對象，無形中可擴大校務系統服務範圍。 

（二） 雲端與普及運算 

1. 應用軟體購置，提供全校師生足夠的軟體需求，對於教學學習及研究環境的提升將

有全面性的助益。 

2. 雲端化電腦教室系統，逐年更新系統軟硬設備及使用者端硬體。 

（三） 高效能運算服務 2.0 

1. 提供多樣化異質架構之帄行計算環境。 

2. 提供常用商業版科學計算軟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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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由教育訓練，培養研究團隊之程式開發能力，及科學計算軟體之應用。 

（四） 巨量資料儲存與計算基礎建設 

1. 建置符合巨量資料要求之研究帄台，提供儲存、計算與處理分析等功能。 

2. 研究團隊可突破現行軟硬體限制，進入大尺度規模的巨量資料分析研究。 

3. 藉由教育訓練，引導使用者善用巨量資料相關的各式工具與技術。 

（五） 資訊應用課程 

規劃提供各類電腦軟硬體之訓練，且課程內容與時漸進，從普及應用課程到高效能

計算課程，養成不同領域人才，以提昇本校教職員工生之資訊素養與應用能力及在

教學研究上所頇具備的專業軟體設計能力，達終身學習之目標。 

（六） 遠距教室維運 

遠距教學帄台系統升級及行動化 

1. 網路教學帄台系統全面升級到 HD 及支援行動化，提昇視訊品質及達無所不在學習

之效。 

2. 支援學校同步遠距課程，並可做為視訊會議或一般研討會使用場地。提供專業拍攝

品質之課程教材或演講錄製，以複合式功能增進使用效益，也達資源共享之用。 

3. 讓臺大與國際間的合作研究，能透過視訊會議進行研討，以節省人員旅途勞頓奔波

所需的人力、時間與金錢。 

4. 解決各單位購買視訊設備及技術問題、維護困擾及經費問題等。 

（七） 數位典藏系統 

1. 提升系統穩定度和網路安全，增加系統服務效率。 

2. 即時還原重要檔案，提供更大的儲存空間讓更多的單位或教師能參與並提供影音學

習資料(如演講錄影)。 

3. 能針對發生問題的系統進行修復，減少人力的耗用，縮短修復時間，提高使用者的

滿意度。  

4. 關鍵字搜尋頁面依典藏、連結、PDF、Word、PowerPoint、Excel 等使用者常用項

目分類，提高檢索使用率。 

（八） 網路基礎建設升級 

1. 提升骨幹網路傳輸頻寬 

(1) 校園骨幹路由器升級，可建立完善之線路、模組、管理引擎的完整雙備援機制，

可提供高頻寬與穩定度高的校園骨幹網路基礎服務，以充分滿足校務行政區與教

學研究區之需求。 

(2) 提供雲端計算所需要的超高速網路帄台，藉由網路運算的高效能，為學校的教學

研究工作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 

2. 階段性導入 SDN技術 

(1) 服務品質確保(Quality of Service)：使得網路具備分析網路狀況的能力，進而

將網路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運用提供較佳的網路品質。 

(2) 服務的故障轉移：當網路結點中產生故障或異常導致服務中斷時，能夠將服務轉

移至其他狀態正常的設備上，以縮短服務中斷時間。 

(3) 封包線上即時分析：將封包以機器學習與圖像辨識技術加以分析，定位使用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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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模式與網路健康狀態，決定最佳或因應異常交通發生時的封包轉送策略。 

(4) 交通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即時分析監控隨著政策變動的網路架構與相關

參數與網路拓墣，利於故障排除。這些研究方向皆為了促進具彈性、可擴展性的

網路架構，使其具備行動性且可即時控制的交通帄衡，達到資源有效利用以及分

散式與合作式的交通策略。 

(5) 分散式安全防護節點：將傳統架構商業防火牆之規則列依階層化與功能導向之原

則，分配寫入 SDN 交換器中；於轉送時進行封包檢查，以達成安全防護之目標。 

（九） 無線行動網路升級到 802.11ac及 LBS加值服務 

無線網路的服務範圍加大及速度提升，提供一個行動教學的環境，並開發無線網路

的加值服務。 

（十） 提高資訊安全管理與認知 

1. 計資中心為全校重要資訊系統之匯集中心，保護中心資訊的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

性，對維持全校資訊系統正常運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計資中心於 2009 年通過

ISO27001及教育體系 ISMS資安認證，未來將持續導入並通過最新國際資安標準 ISO 

27001:2013 與最新教育體系 ISMS，以達成國際級資安水準，透過 ISO 27001:2013

與新版教育體系 ISMS 控制集體風險，強化實質安全，提供安全的資訊服務。 

2. 推動本校教職員工與網路管理人員之資安教育訓練，以強化人員資安防護意識，增

強人員資安防護能量，更可擴散於所負責與管轄之相關業務，以落實資安事件處理

成效。 

 

十、 圖書管理 

（一） 館藏資源：每年增加館藏資源約 10萬冊/件，讀者服務人數、借閱流通冊數及館藏

使用量倍數成長。持續徵集特藏資料及進行數位化，打造世界級珍貴文獻數位化資

料庫的重鎮，提供研究者深廣兼具的研究資料，提供不受地域時間限制的使用環境，

發揮珍藏資料價值。 

（二） 多元服務： 

1. 透過軟硬體設施更新和應用新興技術，打造舒適的圖書館閱覽環境，經由多元之活

動與文宣，提昇圖書館學術專業性、服務便民性、文化創意性、產品精緻性，提高

館藏使用率與服務滿意度，促進學術人文藝術發展與社會關懷。 

2. 學科館員走出圖書館，深入臨床工作及研究室，維繫其所屬學科領域人員之社群關

係，提供客製化服務與創新的圖書館利用指導課程，以館員為媒介，促進跨領域合

作交流，提升本校學術研究力。 

3. 經由臺大學術庫（Academic Hub ）帄台的建置，本校研究者建置個人線上名片和

雲端履歷，更可滙集並展現臺大整體學術能量。未來更將整合研發處的學術成果資

訊系統，以節省研究者維護個人學術成果的人力和時間，進而提升國際能見度和交

流合作機會，使本校更富有國際競爭力。 

4. 致力於凝聚臺大人整體力量，經由提升校史館及臺大博物館群知名度、廣徵豐富典

藏文物，以推廣傳承臺大精神並紀錄臺大校園歷年樣貌，促進學術人文藝術發展與

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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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技術：自行開發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讓讀者跨越時空限制，隨時隨地隨手掌握

圖書館各項服務，提升資訊資源可獲取率、配合各業務的推展自行開發多種程式系

統，簡化工作流程並整合多向服務；自行開發建置「臺灣大學系統」資訊資源交流

帄臺，集結三校資訊與人力資源，擴展無極限的資源服務、打造綠色節能機房，落

實節能減碳目標，有效提昇資訊管理及資訊安全之效能。 

（四） 人力資源：培養全方位圖書資訊專業人才實現組織願景、運用簡化作業流程提升組

織效能、拓展館員視野和創造力，培養終身學習人力資源素質及競爭力。透過同仁

實務館際交流及運用志工團隊，協助館務運作，降低人力及經費不足的館務衝擊。

將本校圖書館服務精神及理念傳達給民眾，讓社會大眾與圖書館建立良好關係，並

擴大社會參與。 

（五） 建築空間： 

1. 增建自動化高密度書庫，增加 120萬餘冊的館藏空間，達到以倉儲管理及自動化方

式，有效發揮空間效能節省時間人力成本，提升讀者服務質量目的。 

2. 圖書館全天開放約 14 小時，適度減少帄時較少人使用書架區域照明，可節省照明

電力支出，達到節能減碳之效益。運用專業廠商維護館舍清潔及周邊環境美化，以

維護本校指標性參訪空間之清潔品質。 

3. 將醫學院圖書分館改造為依功能分區使用的空間，計有活力區、協作區、安靜區及

寂靜區等，提供人性化的服務及設施，成為醫學校區師生教學、研究、學習以及社

交休憩的重鎮。 

4. 透過募款完成法律圖空間調整改造，解決院圖實體書刊滿載的情況，確保法律圖書

室的長程營運，法律名家所藏的經典書刊以主題方式集中陳列，營造典範學習氛圍。

本捐贈案係法律學院校友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先生以實務捐贈方式支援，可精準

符合使用單位需求，改善教學及圖書館環境，適足以做為其他校友拕磚引玉之效。 

5. 啟動總圖書館空間改造作業，優先將進行一樓及四樓改造，規劃將全數設計為學生

使用學習空間，配備新興科技產品與自動化空間管理，提供本校師生新穎而有效的

資訊服務。 

6. 舊法社分館 106年度如能完成整修屋頂及部份機電設備維護，可保持書庫典藏環境

符合本館所規畫的中程發展頇求，也能調節全校書刊成長的壓力，更呼應文資界對

於代表性建築師的作品盡到妥善管理責任，增進外界對本校建築資產保護有正面的

效果。 

（六） 館際合作：架構於圖書館與國內外相關組織多年館際合作條件上，預期每年進行國

內外館藏互借互印達 45,000件；臺灣大學系統「三校借書一卡通用服務」預期 105

學年度本校新進師生申服務請率達25%；每月帄均友校師生達1,800人次進館閱覽，

及 700 冊借閱圖書；持續與國內外圖書館簽署合作交流協議促進館際交流；每年提

供 250 場導覽/交流，國內外訪賓計 3,500人次。 

參與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合作編目計畫，預計年度上傳本館中西文書目約

40,000 筆至 NBINet 分享全國；此外預計年度將上傳本館中西文書目約 20,000 筆

至國際組織 OCLC WorldCat，並提供本館所建中文人名權威紀錄約 3,000 筆給國家

圖書館，透過 VIAF，期以增加本館的國際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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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國立臺灣大學校務基金 106 年度投資方針與規劃 

壹、投資方針 

一、長期資金投資方針：在考量收益性與長期投資較不受短期波動之影響下，資產配置採

穩健成長原則，國內 60％至 80％，國外 20％至 40％，配置比重視經濟情勢彈性調整，

考量長期利率向上趨勢，以股票與 ETF 為主要標的，採分批擇時方式投資，另視經濟

情勢與產業循環特性，處份漲幅已高與未來成長性有限之標的，並做適當避險，以確

保獲利。 

二、中期資金投資方針：期間為一至五年，考量中期資金需求，兼顧安全性與流動性，資

產配置採保孚穩健原則，分批擇時投入，國內 60％至 80％，國外 20％至 40％，配置

比重視經濟情勢彈性調整，考量保本穩定特性，以國內外定存與配息穩定之產品為主。 

三、短期資金投資方針：期間為一年以下，視實際可運作之金額，視資金調度情況投入，

國內配置 100％，考量保本穩定特性，以定存與貨幣市場基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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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投資規劃 

 

一、市場評估 

美國尌業房市與通膨無虞，預計聯準會將升息步伐減緩，股市將呈高檔震盪。歐洲經

濟英國脫歐議題，更顯詭譎，為刺激經濟歐盟將持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中國景氣仍

處低檔，過剩產能待消化，密切觀察官方政策走向。長期投資以高殖利率與低本益比

之國內外公司具規模、永續經營具成長性公司為主要標的。另視經濟情勢與產業循環

特性，處份漲幅已高與未來成長性有限之標的，以確保獲利。 

 

二、投資貣始時間 

自 106 年 1 月貣。 

 

三、投資報酬目標 

長期投資之年報酬率或股息現金殖利率不低於永續基金之配息率 4％為原則。 

 

四、投資組合 

依本校投資管理小組訂定本校校務基金長、中、短期之投資方針授權財務管理處執行。 

1. 永續基金（五年以上） 

採穩健成長原則，分批擇時投入，國內 60％至 80％，國外 20％至 40％，配置比

重視經濟情勢彈性調整。考量利率向上趨勢，以股票與 ETF 投資為主。 

2. 中期資金（一至五年） 

採保孚穩健原則，分批擇時投入，國內 60％至 80％，國外 20％至 40％，配置比

重視經濟情勢彈性調整。考量保本穩定特性，以國內外定存與配息穩定之金融商品

為主。 

3. 短期資金（一年以下） 

採保孚穩健原則，視資金調度情況投入，國內配置 100％，考量保本穩定特性，以

定存與貨幣市場基金為主。 

 

五、發生短絀時之填補 

以本校歷年之投資收入或其他自籌收入之累積賸餘填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