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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 

校務發展年度經費執行績效表 

第一部分 103年度經費辦理成效 

壹、103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情形 

參考附表 1：103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含私校獎補助、其他補助計畫、學校經費）一覽表 

 

103 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 

103 年
度學校
總支出

(E) 

(不含
附設機
構) 

103 年度學校
總收入(F) 

總計
(A) 

學校自
籌經費

(B) 

教育部各類獎補助計畫(C) 

其他政
府部門
獎勵或
補助經
費(D) 

私校
獎補
助計
畫 

頂
尖
大
學
計
畫 

教
學
卓
越
計
畫 

區
域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計
畫 

其
他 學校 

附設 

機構 

經費 
(單位：萬元) 8,746 7,708 50 0 0 0 86 902 8,632 10,429 0 

占學校總支出 
比率(單位：%) 1.01 0.89 0 0 0 0 0.01 0.10 1.00 1.21 0 

占學校總收入 
比率(單位：%) 0.84 0.74 0 0 0 0 0.01 0.09 0.83 1.00 

備註： 
（1） 總計(A)=(B)+(C)+(D)，請填入「學校103年度執行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包含學校自籌、教育部各類獎

補助計畫、其他政府部門獎勵或補助經費等經費。(私校獎補助計畫：請填教育部獲得私校獎補助計畫103
年計畫總金額。其他：請學校檢視獲得教育部補助計畫中與學校校務發展關聯性較高且屬全校性之補助計
畫填入，若無則可免填。) 

（2） 學校自籌經費(B)：為學校支應學校當年度校務發展之相關經費（非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款）。 
（3） 103年度學校總支出(E)：請填入103年度總支出。 
（4） 103年度學校總收入(F)：請填寫103年度總收入。 
（5） 占學校總支出(收入)比率(%)=各項經費/總支出（總收入）*100% 
（6） 統計時間：103年1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止。 
（7） 不敷填寫，請逕行增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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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3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含私校獎補助計畫)之辦理成效 

前  言 

    本校103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謹據102年度所提報之年度計畫書具體執行，依「教學面、學

生面、國際化、研究面、行政面、軟硬體設施、推廣」七大項目合理分配。本年度校務發展經費執

行重點，以教學研究類軟硬體提升、補助學生出國研習研修、師生成長課程講座與學生社團活動，

此四項目為優先順序發展項目，符合本校「精緻研究型大學」之中長程發展方向目標，在整體專題

研究計畫與教學滿意度上，可看出校務發展的達成率與具體成效。 

 

    法鼓佛教學院(本校去年合併前之名稱)因屬宗教研修學院，補助核配基準以 50萬為限，但在

經費之分配與支用上，審慎依照本校「支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作業要點」辦理計畫之研擬、審議，

以及分配、請購、支用與核銷等標準流程作業。學校推動及執行私校獎補助經費上，主要由「教學

單位」與「行政單位」提出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經專責承辦單位(研究發展組)彙整後，以二級二

審制之架構，依序提報「校務經費預算審查會議」與「校務會議」進行評估與審議。待議決後執行，

其後由「行政會議」進行計畫之追蹤管考，以確保實際執行情形符合預期成效之達成與要求，力求

妥善運用社會與教育資源。 

 

一、103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辦理成效 

(一)目標特色與預期成效 

1. 本校校務發展之目標、特色 

    小而美、精緻化及專業人才培育為本校主要特色，因而在課程與教學規劃上強調以「心靈環保」

為主軸核心，達至學群與學系皆能兼顧專業教學品質與跨領域學習之內在平衡發展，以追求學程、

系所之博學雅健並融入校院理念之整全目標。為立足於國內眾多大專院校且穩健發展，本校以定位

於心靈環保之特色願景，設有四個校級研究中心(心靈環保研究中心、禪文化研修中心、語言與翻

譯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清楚界定本校特色與研究發展方向。依序從「生命教育與實踐、社區環

境關懷與發展、佛典語言與佛學資訊」之專業發展面向，為學程、系所作為堅強學術基底，規劃及

挹注許多研究資源與能量。 

 

2. 校務發展之推動層面及其預期成效 

    從上校務發展規劃與辦學主軸之特色，可看出本校有一明確軌跡之發展方向，為達至以上目

標，本校 103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推動層面與執行項目如下： 

推動層面 預期成效 

1.教學面 提升教師專業職能及教學品質 

2.課程面 規劃多元課程及建立課程地圖。 

3.學生面 培養學生核心能力、推廣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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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際化 積極推展國際交流事務，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5.研究面 厚植學術研究能量、數位典藏運用推廣 

6.行政推廣面 行政人員素質之提升 

拓展推教育課程與服務，與人文社會學程接軌 

(二)實際執行成效(含達成率) 

1. 各層面預期目標 

    在七項推動層面上，以上表格已具體註明每一項目之發展重點，但為了能在有限時間成本中有

效調節資源負荷與分配層度，校方定訂有詳實的執行項目，以確保能從成本績效之角度，依內部控

制的行政流程，使得每一項目能回饋為運作績效之有效審計參數。因此，本校 103年度校務發展計

畫之預期成效規劃雛形，實際項目大致如下： 

1) 教學與課程面：提升教師專業職能及教學品質 

 (1) 鼓勵教師升等之輔導措施。 

  (2) 辦理師生共識營與教學成長工作坊。 

  (3) 延攬國內外人文社會領域之優秀教師。 

 (4) 規劃舉辦通識多元化課程與講座。 

  (5) 建置教學單位之課程地圖。 

3) 學生面：培養學生核心能力，推廣學校特色 

 (1) 檢核本校學生核心能力之養成與課程內容學分的配合度。 

  (2) 舉辦研修活動與校外教學活動，提高學生理論與實務結合能力。 

  (3) 積極辦理多元講座課程，以提升學習興趣與國際視野。 

4) 國際化：積極推展國際交流事務，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1) 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計畫。 

  (2) 拓展國內外姊妹校與訪問者(人)之業務。 

  (3) 舉辦大師講座。 

5) 研究面：厚植學術研究能量、數位典藏運用推廣 

 (1) 鼓勵教師參加大型學術演討會。 

  (2) 教師自編講義教材。   

  (3) 鼓勵教師論著、譯作及主持專題研究計畫。 

6) 行政推廣面：行政人員素質之提升，深化推廣教育課程範疇，落實推廣服務之功能 

 1) 增購及更新教學用設備。 

  2) 擴增課程形態與內容。 

  3) 舉辦主題講座。 

  4) 辦理行政人員培訓課程，提升行政效率及培養正確服務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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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5(含獎補助計畫)之重要實際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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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 

名稱 
(計畫項目) 

內容 
(重要實際執行案件) 

總經費 
(萬元)(A) 

使用獎補 
助經費 

(萬元) (B) 

使用獎補助 
經費之比率 
(B/A *100%) 

教
學
面 

提升教師專業職

能及教學品質 

1. 改善師資。 

1) 延聘人文社會學群優良師資，四個學程共計

專兼任 13 位教師。 
2) 102 學年教師升等審查 

(支用獎補助款 18,000 元)。 

166 6.2794 3.7% 
2. 教學設備補助，製作教材。 

1) 購買筆電製作教具，共 6 台。 
2) 購買教室用白板筆、板擦(支用獎補助款7,400
元)。 

3. 規劃通識教育之多元學程課程 
1) 規劃多元通識課程與法鼓講座，約 5 場。 
(支用獎補助款 3,600 元)。 
2) 11/6-7正念工作坊，(支用獎補助款 11,250元)。 

4. 辦理師生共識營 4. 教師與學生幹部共識營 9/10-9/11。 

5. 教師教學成長活動 5. 教師暑期心靈環保營 8/9~8/12。(支用獎補助

款 22,544 元) 

學
生
面 

確立教學單位教

學目標及核心能

力，規劃多元課

程，並建立起學

校特色 

1. 漢傳佛教研究方法系列講座 共四場(4/23、4/29、5/7、11/24) 

89 3.7987 4.1% 

2. 考生輔導說明會 
1)製作海報文宣與 7 分鐘招生影片，舉辦活動日

期 104.1.2。 
2)架設網站:http://ddbcm100.pixnet.net/blog 

3.招生考試、學位考試 

1. 教學單位招生海報，設計印製共 6 款。 
2. 大型招生海報看板，共兩組。 
3. 台北捷運燈箱招生海報。 
4 公車站牌招生海報看板。 
(支用獎補助款 2,800 元) 

4.暑期外語課程計畫 103.7.22～103.8.14 每週二、四（9:00~12:00） 
講師：芳怡蓉。(支用獎補助款 22,1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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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暑期外籍生華語文課程計畫 由於報名人數不足，改由大一國文課辦理 
6.禪修活動 103 年度，共舉辦 4 場 

7.各科行門專業課程 

1)茶禪課程、花道課程、佛教藝術研修，學生畢

業呈現，協助今年畢業生撰寫畢業專題呈現。 
2)與朱銘美術館簽訂產學合作培訓計畫，培訓本

校佛教藝術領域之研究人員。 

8.校外教學 

1/07 辦理期末宿舍交流、4/16 仁愛之家念佛暨

正念減壓課程活動、12/17 學生社團聯合關懷萬

里仁愛之家活動、禪學專題校外教學(支用獎補

助款 2,128 元) 

9. 社團鼓隊課程與社團活動 
1)本校魄鼓社每周鼓隊課程，並擔任校慶演出。 
2)學生社團本年度正式活動文具用品補助 
(支用獎補助款 2,899 元) 

10. 建置校友聯絡網 1)校友資料文字建檔作業，業已全數完成。 
2)目前已找尋廠商洽談資料庫合作。 

11.校慶週系列活動與畢業典禮活動 
1)台大金山醫院、朱銘美術館，金山社區產學合

作單位交流與參訪，慶祝活動 
2)103.6.3 畢業活動：魄鼓社表演、畢業演出 

12.學生體育課程與社團活動 配合體育館壁球館啟用，增購壁球拍提供給體育

課程與社團使用(支用獎補助款 8,000 元) 

國
際
化 

積極推展國際交

流事務，拓展學

生國際視野 

1. 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計畫 林悟石、釋常叡，參加四川「佛教與東亞文化國

際寒期文化班」(支用獎補助款 23,450 元) 

83 5.5874 6.7% 

2. 姊妹校交換生業務 本校學生出國，兩位(美國)。 
外國學生來校，兩位(中國、英國)。 

3.辦理訪問學人交流 訪問學人共 15 位，訪問學者共 12 位。 
4. 學生出國學習語言  103 年學生出國學習語言補助(支用獎補助款

20,000 元) 
5.邀請國際學者開設工作坊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維習安教授

（Christian Wittern）至校開立工作坊-機票費、

演講費、生活費(支用獎補助款 12,4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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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面 

厚植學術研究能

量、數位典藏運

用推廣 

1. 藏漢佛典漢譯暨翻譯人才培訓計

畫 
1)《聖普賢行願品會釋》、《大乘莊嚴經論‧安慧

釋》共兩本重要佛典著作之翻譯。 
2) 舉辦暑期與上、下學期，共計三門之藏漢翻

譯相關課程。 
3) 培訓姊妹校健行科技大學交換生，進行凡譯

佛典人才培育。 

172 22.6177 12% 

2.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補助本校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共計 2 位： 
IABS，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from the 18th 
August to 23rd August, 2014. 

3. 法鼓佛學學報編輯出版 第 12~13 輯，共收錄 8 篇外文研究著作。 
4.法鼓佛教學院叢書編輯出版 An Early Chinese Commentary on the 

Ekottarika-āgama，424 頁 
5.舉辦學術會議 1) 10.25~26「佛教禪修傳統：比較與對話」國際

研討會 
2) 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巴黎大學）汲喆教

授演講&交流 
3) 漢傳禪佛教的理論與實踐 
4) Verardi 教授印度佛教考古學演講 

6. 佛學規範資料庫維護與發展 104.1.15 成果發表會，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5CJGsoyyw  

7.  CBETA 跨平台程式開發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跨平台版本」（簡稱

jCBreader）。以 Java 為程式開發語言，具有跨

平台特性。以 Java Web Start 技術包裝應用程

式，使用者可由網頁啟動閱讀介面，無須預先安

裝程式。 採介面與資料分離之 Clinet-Server 架
構，具有高度的可擴充性。此一跨平台閱藏系統, 
不僅提供與 CBReader 閱讀系統相同閱讀功

能，且能夠於多種作業平台(PC,Mac, Linux) 環
境下運行>已進行系統測試，開放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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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佛寺志專案 已開發項目：後設資料庫、全文標記、線上閱讀

介面，詳細請詳以下網址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fosizhi/ 

9.聖嚴法師文物史料數位典藏 珍貴手稿掃描圖檔與《法鼓全集》文獻連結，整

合生平、人際網路、大事記等相關資源。 
https://digitalarchivesgroup.wordpress.com/ 
%E6%95%B8%E4%BD%8D%E5%85 
%B8%E8%97%8F%E5%B0%88%E6%A1%88/ 

10.賢度法師著作集專案 目前已完成 12 本華嚴專宗專業著作，專案成果

發表於 http://dev.ddbc.edu.tw/hsiendu/ 
11. 敦煌漢文佛教寫卷點校本叢書出

版 
 

12/15 辦理主題演講，整理吐魯番梵文寫卷的形

式，已陸續發佈的敦煌文獻影像，經點校後，以

線上數位及印刷版本再度面世。 
12. 充實圖書館藏經研究資源 1)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Core Text 

Collection of Tibetan language literatre（藏文文獻

核心文本集合資料庫） 
(支用獎補助款 213,260 元) 
2) 師生推薦使用西文研究圖書(支用獎補助款

12,917 元) 

軟
硬
體 

配合新校舍之啟

用，完備各項軟

硬體設施 

1. 配合新校區建置無線及有線網路 有線網路接點，廠商業於各辦公室設立完成， 
無線網路，將待 8 月份入學前完成。 

166 8.341 5% 

2. 配合新校區建置主機房 機房業已於法大校區建置完成，將提供全校強弱

電與管線之運輸。 
3. 電腦更新，開發新一代校務行政資

訊系統-第一階段 
目前採由更新 Note 公文系統，提升使用率及介

面宣導 
5. 教務系統維運 增建人文社會學群四個碩士學位學程之校務資

料庫網路管理設定 
6. 學生學習歷程平台 1) Featured e-Portfolio http://blogs.ddbc.edu.tw/ 

目前，112 位學生註冊使用 
7. 教師教學平台 數位學習系統： http://moodle.ddbc.edu.tw/ 

目前，共有 27 位專兼任老師建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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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舍搬遷 禪悅書苑、麗英館、揚生館業已施工完成，目前

正在進行內裝作業，預計於 7 月左右使用 
9. 圖資館照明改為 LED 燈具 圖書館 LED 燈具，業已全面更改安裝完成 

約 310 組，節能省電燈管 
10. 新校舍落成啟用 禪悅書苑、麗英館、揚生館業已施工完成，目前

正在進行內裝作業，預計於 7 月左右使用。 
11. 充實圖書館藏經館藏 宗教類圖書 27,613 冊、外文研究圖書 

25,070 冊。 
12. 充實圖書館書籍、研究資料館藏 電子期刊、資料庫約 7,911 件。 
13.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資源 
14. 添購除濕機 1) 增購圖書館大型除溼系統。 

2) 增購兩台除濕機，使用於微縮片資料與藏經

典藏兩區域。(支用獎補助款 19,000 元)。 
15. 改善閱覽環境 1) 更換本校圖書館日光燈成節能環保 LED 燈 

2)改善學習環境-節能風扇 4 台(支用獎補助款

7,000 元)。 
16. 建立數位學習環境 1)304、305 教室上課用麥克風音響設備老舊汰

換(支用獎補助款 24,860 元) 
2) 購買 new iPad 與 i-mac 電腦設備 2 台 

17. 圖書館週活動，提升師生資訊素

養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12/22~12/31，共舉辦以下課

程講座： 
電子書利用課程-HyRead ebook 電子書 
資料庫利用課程-EBSCOhost 
電子書利用課程-airitiBooks 華藝中文電子書 
資料庫利用課程-JSTOR 
電子書利用課程-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brary & Book 

18. 改善圖書館資訊服務品質 架設新的圖書資訊館網頁，並有完善之電子資源

專區 http://lic.dila.edu.tw/zh-tw 
19. 汐止分館遷館至新校區 12/27 前進行汐止分館數萬冊之藏書搬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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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增購禪悅書院圖書館硬體軟體 檢索區電腦、館員工作站電腦，約 8 台 
21.學校演講會議廳設備更新 汰換海會廳部分老舊音響與麥克風，以提升使用

品質(支用獎補助款 32,550 元) 
  

行
政
面 

提升行政效率及

培養正確服務觀

念 

1. 改善行政人員專業素質 

1) 教師與學生幹部共識營 9/10-9/11。 
2) 配合本年度教育部內控訪式，進行內控制度

檢核與各單位稽核。 
3) 薪資調整與專業加給。 

18 0 0% 

2. 強化公文、文書品質 
1) 完成本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手冊之更新， 
並於 7/22 完成教育部內控訪視。 
2) 印製公文製作手冊，發給新進職員。 

3. 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業務 舉辦性別平等委員會。 

4. 學校合併更名 

2014 年 7 月 28 日，教育部舉行「法鼓人文社會

學院」與「法鼓佛教學院」 合併審議會，經過

法鼓學校法人代表簡報及審議委員提問答詢，由

審議會議決：通過兩校合併。 
5. 校園志工推動 招募校園義工推動環保境教、器材維護與盤點。 

推
廣/

其
他 

拓展推廣教育課

程範疇，落實推

廣服務之功能 

1. 增加教學設備 提升本校數位增購教學，藍芽無線麥克風、錄音

筆、數位相機、記憶卡、簡報筆。 
(支用獎補助款 33,758 元)。 

95 3.3758 3.4% 2.擴增課程形態與內容 快樂生活相關課程、佛法教理相關課程、佛學語

文相關課程、佛教應用相關課程 
3.舉辦主題講座 協助舉辦心靈講座，共 11 場，活動紀錄網址： 

http://ddmhsif.org/?p=5762  

﹝附表2﹞：103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含獎補助計畫）之重要執行成效表 



10 
 

(三)未達成預期成效原因分析 

    依據本校 102年度所提之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顯示，103年度預定工作計畫共計六個面

向，每個面向分別提出校務發展預定方向之計畫項目，為清楚呈現本年度各面向工作計畫執

行成效（執行率），以及動支獎補助款於各面向之比重（獎補助款所佔比重），可依以上附表

2 依案件參數量化為以下表格。如此一來，每一校務發展面向之預計推動案件(A)、實際執行

案件(B)與動支獎補助款案件(C)，即可進行交叉比對並看出本年度之共作計畫之執行率以及

獎補助款之分配比例，「103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案件量化統計表」請詳閱下表： 

 計畫 

項目 

預期案件 

(A) 

執行案件 

(B) 

獎補助 

案件(C) 

計畫執行率         

(B/A*100) 

獎補助佔率 

(C/B*100) 

教學面 5 9 8 5 88.9%  62.5%  

學生面 12 13 16 5 123.1%  31.3%  

國際化 5 6 6 3 100.0%  50.0%  

研究面 12 12 13 2 108.3%  15.4%  

軟硬體 21 21 20 4 95.2%  20.0%  

行政/推廣 8 10 9 1 90.0%  11.1%  

【表 2.1 103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案件量化統計表】 

    依「表 2.1 103年度案件量化統計表」顯示，該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六大面向與經費支

用計畫書相較，計畫執行率依順序分別為：學生面(123.1%)>研究面(108.3%)>國際化(100%)>

軟硬體(95.2%)>行政/推廣(90%)>教學面(88.9%)，可看出 103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整體推動

成效，高度符合 102年度所提報之工作計畫。然而，其中在「教學面」、「行政推廣」兩面向，

與 102年度提報計畫書有高達 10%之落差，亟需祥視案件之具體情形與落差原因。因此，根

據「102年度計畫書」與「103年度執行成效表」相互比對，本年度”未執行”預定校務發展

工作計畫者，分別可彙整如下： 

1. 教學面：教學設備補助－製作教材。 

    本年度共購買 6台筆記型電腦，提供教師教學、研究與製作教材使用，本校教師雖有建

置教學簡報、科判、翻譯著作、程式製作說明、圖文資料等數位教材，放置於校內雲端共用

槽，但卻鮮少上傳至教學平台(Moodle)，因此，有必須考量改進數位平台之使用宣導或技術

服務，以提升教師上傳至數位平台之程序與數量。 

2. 學生面：暑期外籍生華語文課程計畫 

    由於本校外籍生占學生總額約 18%，許多學生反映中文閱讀與聽寫能力需要提升，藉此

語言與翻譯中心擬於 103.7.21~103.8.11舉辦「暑期華語文課程」，希望藉由不增加學期課程

壓力的前提下開設華語文學習課程。但實際在進行招生報名時，卻遇到外籍生希望利用暑假

返國(鄉)，因而報名人數不達 5人，暑期華語文課程計畫改移至外籍生修讀之「大一國文」

進行語言能力加強。 

3. 軟硬體：建立數位學習環境－購買 new iPad與 i-mac電腦設備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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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館，原計畫於圖書館購置 New iPad與 i-mac電腦設備，以建立數位學習與檢索

環境，但經本校預算審查委員考察稽核，認為本預算之編列使用目的僅屬 Windows之軟硬體

支援介面，購買 Apple系列電腦不但單價較高且更需添置其他設備，在考量實際用途之前提

下，建議改購置一般廠牌之桌上型電腦或平板電腦。 

4. 行政/推廣：改善行政人員專業素質－薪資調整與專業加給。 

    經本校 103學年大專院校財務資訊共開資料顯示，本校之人事費用支出於行政方面逐年

提高，102學年就比 101學年增加 1,636,796的人事行政費用，可見校方對於行政人員之增

聘與獎勵加給上，已有明顯的增加，在考量全校財務收支平衡且能永續經營的基礎上，應逐

步詳查行政人員之績效考核後評定。 

 

(四) 104年度預期成效、目標 (依 103 年度執行情形修正) 

1. 103 年度執行情形檢討 

    根據【表 2.1案件量化統計表】顯示，本校 103年度校務發展執行面向以「軟硬體」比

重占的相對較多（請詳圖 1），鑒察其原因，除教學研究軟硬體之外，該年度由於配合 104年

9月份人文社會學程正式成立運作，需要投注較多的軟硬體教學研究資源，在 104年度的執

行修正上，希望在整體資源投注比重上，可望在 104年度下半年調整到以「教學、研究與學

生面」為主的校務發展比重；其次，在學校經費案件與獎補助款案件二者比例上（請詳圖二），

103年度獎補助款支出項目側重於「教學、學生面」，符合正常且合理的分配比重，此外，103

年度「國際化」之獎補助款執行經費為 55,874萬，明顯較前一年度（僅執行 3萬）提升許多，

期待在 104年度於質與量上皆能持續提升。 

 
 

【圖 1. 103 年各執行面向案件比重圖】 【圖 2. 學校經費與獎補助經費 
案件比例分配表】 

    104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預期成效，除了從面向比重於案件數、經費的整體分析評估外，

在各個發展項目之細節上，也逐步修正102年度所提報之經費支用計畫書所提報之工作計畫，

期能符合現實環境變遷，調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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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 年度預期成效、目標 

自選

辦學 
特色

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名稱 104 年度預期成效(目標) 

教
學
面 

提升教師專業職

能及教學品質 

1. 改善師資。 
整體提升本校師資，增加本校研究成果，量化： 
1. 學術研究獎勵費：15 人 x1 萬 x13.5 月=203 萬。 2. 教師升等審查費 5 人 x9000 =4.5 萬 
3. 升等獎勵 1 萬/人 x3 人   4. 徵聘優秀國內外教師。 

2. 教學設備補助。 質化：增進教學效率，製作教材、教具。；量化：預計人次約(5 人) 
3. 規劃通識教育之多元

學程課程 
質化：根據學生的學習興趣，提供多元課程選擇。 
量化：提升學士班人數，每年入學人數達 15-20 人。 

4. 辦理師生共識營 質化：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教學精進成長與互動交流。 
量化：外聘專家學者舉辦研習課程 1,500 元/小時 x 3 小時/ 每學期。 5. 教師教學成長活動 

學
生
面 

確立教學單位教

學目標及核心能

力，規劃多元課

程，並建立起學校

特色 

1. 漢傳佛教研究方法系

列講座 

質化：漢傳佛教跨科際研究之能力，以及訓練其多元的研究方法： 
1. 提升本校漢傳佛教研究能力，加強本校研究優勢的發展。 
2. 促進國際及國內校際之學術交流，開拓師生之國際視野。促進學生 
量化：邀請國外學者及國內學者約 4 位蒞校演講。 

2. 考生輔導說明會 質化：提升招生效率，並擴增至人文社會學群四個碩士學位學程學生。 
量化：預計參加人次約 100 人次，並製作招生影片與海報。 

3.招生考試、學位考試 
佛教學系：1.碩士甄試生:9 名、2.碩士招生考試:9 名、3.博士招生考試:4 名 
人社學群碩士學位學程：四個碩士學位學程，各 2 名碩士。 
質化：培養佛教弘化及學術研究人才。 

4.暑期外語課程計畫 
質化：1.提升學生在閱讀學術資料時的英語閱讀能力；2. 提升學生在撰寫英語論文時的文法、結

構能力；3. 提升學生在國際研討會發表與討論時的英語對話能力。 
量化：預計每班人數最多 15 人。 

5.暑期外籍生華語文課

程計畫 
除更改為「大一國文」以外，擬改採「語言小老師」方式，為本校英文、日文、華語文、佛典語

文等課程增募「教學助理」，學生課程結束後應具備基本閱讀能力與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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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禪修活動 
質化：透過密集的禪修訓練，讓學生練習與熟練修行方法，將方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並正確的

了解修行的意義與精神，以充分發揮學術研究的影響與效能，達到解行並重之目標。 
量化：預計每場參加人數：120 人。 

7.各科行門專業課程 質化:透過行門課程的訓練，將提高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能力，進而達成研究與修行互資之

功效。 

8.校外教學 質化：將學期課持學習運用於日常生活，，提升學生田野調查與生命關懷之素養。 
量化：預計參加學生:30 人。 

9. 社團鼓隊課程與社團

活動 

質化：身心放鬆、心理平衡、精神穩定，體會禪法的內涵與修行的關係，能將練鼓的修行精神落

實在平常生活中，並提升社團學生自治與組織能力。 
量化：預計參加學生:30 人。 

10. 建置校友聯絡網 藉由廠商比價與技術諮詢，建置校友資訊服務網絡與生涯學習歷程檔案。 
11.校慶週系列活動與畢

業典禮活動 
質化：凝聚全校師生共識及向心力。 
量化：校慶週系列活動(校慶大會、學生成果展覽、競賽及說書演講比賽等。) 

12.學生體育課程與社團

活動 
104 年度增加項目，擬配合新體育館之落成啟用，補助學生體育課程與社團活動器材用具等， 
達致師生身心健康均衡發展之效能。 

國
際
化 

積極推展國際交

流事務，拓展學生

國際視野 

1. 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計

畫 
質化：1.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2. 提升學生學術研究能力。 
量化：1. 學生出國研修學分：預計 104 年 2 名(含學海飛颺計畫及外籍生補助)。2. 學海築夢計畫： 
3. 選送學生出國學習專業佛典語言：104 年預計選送 2 人。 

2. 姊妹校交換生業務 質化：提升本校學生國際視野及外語能力。 
量化：交流活動各項費用，機票費 30000 元/人，共 1~2 人。 

3.辦理訪問學人交流 量化：食宿補貼、接待費用約 2 萬元。 
質化：撰寫來訪心得與學習報告或舉辦研習演講。 

4. 邀請國際學者開設工

作坊 
量化：為順應學術國際化之趨勢，增進本校與國外大學及學術機構之交流，拓展師生之國際視野，

以強化學生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量化：預計每場參加人數 250 人。 

研
究
面 

厚植學術研究能

量、數位典藏運用

推廣 

1. 藏漢佛典漢譯暨翻譯

人才培訓計畫 
1. 訓練翻譯 10-100 葉片（10-100 folios）比較長的經典。2.導論與注釋。3.製作科判或相關研究 
4.校對、排版。5.上網、刊行或發表與期刊。6. 筆譯每月基本 30 葉面原稿。 

2.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質化：提升教師研究能量，促進學術交流。 
量化：每年補 2~3 位教師出國機票，104 年度預計補助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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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鼓佛學學報編輯出

版 
質化：收錄優良之佛學論文，促進佛學學術研究與發展。 
量化：出版第 17、18。 

4.法鼓佛教學院叢書編

輯出版 
質化：收錄優良之佛學著作，帶動本校學術研究與發展。 
量化：預計出版《2014 禪修傳統研討會論文集》與一本個人專書。 

5.舉辦學術會議 質化：促進本校與國內外佛學研究學者之學術交流。 
量化：舉辦國際研討會1場或學術會議2場。 

6. 佛學規範資料庫維護

與發展 
質化：增進佛學規範資料庫內容品質 
量化：與NASA資料對照，涵蓋-1999至2100年 

7.  CBETA 跨平台程式

開發 
CBETA跨平台程式jCBReader之開發，將使CBETA的文獻能於多種不同電腦作業系統上運行，

此功能更有利於推廣閱讀佛，2015年將完成軟體功能開發測試並發行。 
8. 中國佛寺志專案 質化：建制古文本的目錄、篇章架構，釐訂脫落、訛損的文字，適當提供罕見字之通用字。 

量化：繼續完成64志的標記，預計於兩年內完成中國、台灣之兩大套佛寺志叢書的全文。 
9.聖嚴法師文物史料數

位典藏 
質化：1. 推廣聖嚴法師教育理念。2. 提供學者與一般大眾對於聖嚴法師思想之一手研究資料。 
量化：1. 數位化手稿圖檔。2. 網站為全球性的傳播媒介，效益龐大。 

10.賢度法師著作集專案 持續協助完成《賢度法師著作集》之專案網頁建置及電子書擴增製作。 
量化：1、電子書製作擴增；2、網頁建置。 

11. 敦煌漢文佛教寫卷

點校本叢書出版 
協助完成《敦煌漢文佛教寫卷點校本》叢書，質化：敦煌觀音文獻，量化：一卷。 

軟
硬
體 

配合新校舍之啟

用，完備各項軟硬

體設施 

1. 配合新校區建置無線

及有線網路 
質化:提升無線網路教學品質,使用率及穩定度 
量化::無線訊號涵蓋達 95%。 

2. 配合新校區建置主機

房 
質化:系統虛擬化強化備份機制及災難回復能力 
量化:提高系統可用達98%。 

3. 電腦更新，開發新一

代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第
一階段 

質化:提升教學品質及增加學生資訊素養 
量化:預計採購15台電腦及5台筆電。 

5. 教務系統維運 質化:增加教務人員行政事務處理效率、便利教師及學生相關事務申請作業。 
量化:便利學碩博學生及教務人員約 100 人。 

6. 學生學習歷程平台 質化: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職涯發展競爭力。 
量化:提供學碩博學生共 100 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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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師教學平台 質化:便利教師研究與教學資源整合，並修改上傳頁面以達簡化好用之原則。 
量化:提供專兼任教師共 37 人使用。 

8. 校舍搬遷 持續完成各行政單位之搬遷與教學單位之啟用任務。 
9. 圖資館改為 LED 燈 將新裝設的燈泡，測試能節省 60%電費支出。 
10. 新校舍落成啟用 質化：提供學生完整的運動設施與環境。 

量化：採買籃球、羽球、排球、健身器材。 
11. 充實圖書館藏經館

藏 
質化：典藏重要佛學和人文社會學圖書，增加學術研究與交流。 
量化：增加佛學和人文社會學館藏的典藏量。 

12. 充實書籍、研究資料 增購師生推薦票選通過之合適電子期刊、資料庫。 
14. 添購除濕機 安裝大型除濕機，並定期檢測書籍與微縮片、電子資料溼度情形。 
15. 改善閱覽環境 . 1. 以新購電腦安裝電子檢索平台、並可檢閱佛教藝術圖文典藏資料。 

2. 以圖書館週電子書之宣導，開設電子書閱讀專區。 16. 建立數位學習環境 
17. 圖書館週活動，提升

師生資訊素養 
質化：.提昇全校師生資訊素養能力。 
量化：提高圖書資訊館各項館藏利用率。 

18. 改善圖書館資訊服

務品質 
質化：使二個圖書資訊館運作順暢，使用率提升。 
量化：增加圖書資訊館的使用率，也配合活動舉辦增加佛學研究學術交流。 

19. 汐止分館遷館至新

校區、硬軟體更新 
質化：完成遷館作業後，可增加提供全校師生一個新的圖書資訊館環境 
量化：滿足全校師生使用需求，提高圖書資訊館使用率。 

21. 充實圖書館藏經研

究資源 
質化：.可作為研究西藏相關領域時，重要的學術參考文獻依據 
量化：.增加圖書資訊館藏文文獻館藏 

行
政
面 

提升行政效率及

培養正確服務觀

念 

1. 改善行政人員專業素

質 

1.用以提昇本校職員對於校務發展之投入感，加強凝聚力及向心力。 
2.提高人員本校行政效率與專業能力 
3.利用員工身心健康旅遊方式，在獎勵之外並激勵團隊士氣。 

2. 強化公文、文書品質 1.邀請專家至校講習；2.印製公文製作手冊供同仁參閱 
3. 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業

務 
1. 邀請專家學者至演講；2. 性平活動辦理：座談會、電子賞析等 
3. 刊物的製作 

4. 學校合併更名 更新並檢視各單位法規、作業流程。 

5. 校園志工推動 配合社會企業、環境發展、社區社群、生命教育學程，除請義工協助庶務外，並增進學識成長與

心靈內化啟迪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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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其
他 

拓展推廣教育課

程範疇，落實推廣

服務之功能 

1. 增加教學設備 運用數位教學設備，建置本校教學助理運作機制，提升教學多樣化 
2.擴增課程形態與內容 快樂生活相關課程、佛法教理相關課程、佛學語文相關課程、佛教應用相關課程 
3.舉辦主題講座 協助舉辦心靈講座，約 11 場 

二、103年度私校獎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一) 103年度獎補助計畫經費支用概況 

    103年度本校獲補助金額 50萬元整，經常門 216,413元，資本門 283,587元。支用於提升教師與課程(教學面)佔教育部獎補助校務發

展經費之 12%，學生面佔 7%，國際化佔 11%，研究面佔 54%，軟硬體佔 16%，行政/推廣 6%。與 102年度相比較，今年度大幅提升國際化以及

學生面之辦學面向，將獎補助經費妥善運用於「選送學生出國及學習語言」以及補助「課外活動學習」項目。六大面向詳細使用獎補助經費

及其比例分配，請詳閱以下[參考附表 3]： 

自選辦學 
特色面向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萬元) (B) 

使用獎補助經費 
之比率(B/A *100%) 

教學面 6.2794 12.5588% 

學生面 3.7987 7.5974% 
國際化 5.5874 11.1748% 
研究面 22.6177 45.2354% 
軟硬體 8.341 16.682% 

行政/推廣 3.3758 6.7516% 
合計(A) 50 100% 

參考附表 3：103 年度獎補助計畫之支用情形（依自選辦學特色面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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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3年度獎補助計畫經費支用情形 

參考附表 4：103 年度獎補助計畫之支用情形（依經費使用範圍分類） 

項

次 
使用範圍 範圍內容 經費 

使用 

比率 
備註 

一 
教師人事 

經費 

1.專任教師薪資。 
2.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彈性薪資。 
3.經費以總獎勵、補助經費之 20%
為限。 

0 0  

二 
教學研究 

經費 

1.支應於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

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

作、升等送審之用途等。 
2.非教師人事經費。 

320,755 64.15%  

三 
學生助學及

輔導經費 

1.研究生獎助學金。 
2.學生事務及輔導推動工作(含購

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

備)，應提撥總獎勵、補助經費至

少百分之 1.5%。 

62,077 12.41%  

四 
軟硬體 

設備經費 

1.教學研究設備。 
2.學校環境安全衛生及節能工作所

需之設備。 
3.維護費。 

117,168 23.43%  

五 
工程建築 

經費 

1.支應修建與教學直接相關環境之

校舍建築，並不得用於新建校舍

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及

附屬機構。 
2.支用計畫及經費應事前報經本部

核准，且應以總獎勵、補助經費

之 10%為限。 

0 0  

六 
停辦計畫 

經費 

1.依本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

停辦實施原則第 8 點規定提報通

過停辦計畫。 

2.獎勵、補助經費得支應教師離退

或學生轉介經費。 

0 0  

合   計 500,000 100%  

備註：（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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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範圍及範圍內容：依照計畫要點第8點第1項第1款明定6大使用範圍加以分類。 

（2） 經費(使用比率)：請學校自行檢視使用經費總額及占總獎勵、補助經費之比率，並說
明符合情形；如無使用，則填寫「無」。 

（3） 使用工程建築經費應併同提供本部核准函供參。 

（4）  

第二部分 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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