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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為教育本校學生，造就國家人才，充實各項設備，改善研究環境，營運計

畫實施績效如下： 

一、教學方面： 

(一)招生策略： 

1.辦理成星招生計畫：招收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之經濟

及文化不利學生，111 學年度考生踴躍報名，計 262 名申請參加第二

階段甄試，錄取 87 名，廣開弱勢學生進入頂尖大學之機會。 

2.青年儲蓄帳戶招生：111 學年度「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辦理青

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招生專案，招生名額計 2 名，提供高中職畢

業後就職學生之入學管道，共計 37名申請，錄取 2名。 

3.國防學士班招生：為培育新世代國防人才，精實國防人才的技能與素

養，111 學年度與國防部攜手合辦「國防學士班招生」，提供招收名

額 10 名，報名人數為 20人，錄取 9名。 

4.特殊選才招生：鼓勵各學系辦理特殊選才招生，提供另一個升讀本校

的管道，111 學年度共 14 個學系(組)參與招生，提供 48 個招生名

額，報名人數為 670 人，錄取 48名。 

5.大學招生專業化計畫：透過建立招生專業教師社群、舉辦工作坊之方

式，強化大學教師與行政人員的招生專業，使其能認識並採認高中學

生的修課歷程及多元學習表現。111 年共計辦理 6 場次活動，合計

10,310 人次參與。另透過各式媒體管道持續推廣本計畫執行之相關

成果與經驗，傳遞審查新制及各項規畫事項，協助學系教師與行政人

員能有效運用審查評量尺規、統計數據等，希冀能回饋至學系招生策

略規劃，提升校內整體招生專業。 

(二)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實施各項學習輔導措施 

1.教學助理(TA)培訓：辦理教學助理相關系列培訓，以提升本校教學助

理專業知能，增進教師教學與輔導品質，提供學生更完善的學習資源。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111 年度研習課程以線上直播方

式辦理，共 1,116 位學生獲得本校核發之教學助理(TA)研習證書。 

2.提供數位課程平臺，推動開放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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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計至 111 年共錄製 148 門課(包含 107 門課程及系列演講 41

部)，截至 111 年 12 月止該平台累計瀏覽人數共計 104 萬人次。 

(2) 瀏覽者背景除臺灣為主要客群外，另有來自中國大陸、美國、日

本、香港等國家，對象為國內外大專院校、公司行號、社會大眾

等，未來將有更多元化之線上課程，來滿足多元的自學者。 

3.磨課師數位教學： 

(1) 111 年錄製之課程有：結合設計思考工作坊並利用專題競賽互相

較勁的「Python 互動式遊戲設計」與「深度學習與工程應用」、

由授課教師在錄影時親寫板書的「結構學」、以百分之百糖捏花方

式錄製之「重塑(蓮花)」，以及每名學員自行用手機拍攝而成的

「手機旅遊人像攝影」等共 22門磨課師課程。 

(2) 110 年 因 應 疫 情 ， 推 廣 教 育 中 心 架 設 線 上 學 習 平 台

(nlearning.ncku.edu.tw 以下簡稱 N3 平台)。111 學年度 N3 平

台共上架開設 117 門課程，中文課程佔 84%、英文課程佔 16%，選

修人數共 2,404 人，通過 996 人，完課率為 41.4%。 

4.辦理「學生課業輔導與諮詢」：課輔科目以全校性基礎科目為主，另

依課輔員專長增加專業科目如線性代數、熱力學、審計學等以滿足學

生之需求。111 年度共有 11 位駐點課輔員服務，總課輔時數達 663

小時。 

5.全校學生學習型態問卷調查：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在求學階段中

的學習動機及學習策略，可做為本校課程與教學改進之參考。110 學

年度大學部回收 4,055 份數，回收率約 35.4%；研究所回收 2,929 份

數，回收率約 33.4%。由統計結果可發現，本校學生近幾年來皆有 80%

至 85%學生參與在跨領域學習之中，其中有 90%至 95%學生認為跨領

域學習經驗對其有正面影響。 

6.畢業生核心能力問卷調查：為瞭解課程設計是否有效達成各系(所)教

育目標與畢業核心能力之養成，每學年推行「畢業生核心能力問卷調

查」。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核心能力問卷調查結果滿意度平均為

4.25(滿分為 5)，顯示本校應屆畢業生肯定系所的課程規劃確實能幫

助學生達到系所制訂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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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開授與在地連結、推廣閱讀力及服務視障朋友的具服務學習性質之通

識課程：「成大 Book 一市：移動圖書館」，課程應用圖書館豐富館藏，

結合課程中培育同學的[敘事力]、[創意發想]、[人文關懷]及[大學

社會責任]，與偏鄉地區居民形成對話、互動與相互回饋而串連彼此；

另也開設「朗讀者：錄製有聲書服務視障者」課程，整合學生有效表

達、真誠聆聽、瞭解及實踐等多元能力，歷年來所錄製之有聲書累計

60 多冊，不僅透過本校圖書館專屬網站服務成大師生員工，亦反饋

合作機構臺南市視障者生活重建中心服務之視障朋友。 

8.融合通識講座課程精進：因應時勢規劃 7 場科技創新系列通識認證

講座，其中 5場為線上進行，讓學生透過遠距彈性學習。 

9.「通識總整」課程:設計整合本校通識之基石課程及跨域總整課程等

的學習經驗、知識與技能，提升學生實作與解決問題之能力。111 年

度各院系開授納入「通識總整」之課程共計 44 門 48 班，1,039 名額。 

10.舉辦教師研習營：舉辦教師社群邀請專家演講，提升教學知能，激

發教師教學熱情，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同時增加跨院、系教師交流。 

11.「科際整合」課程：修習具一個領域以上專長之教師及不同學院教

師合開跨領域課程，學生得以在原有的專業基礎上進一步多元學習跨

領域、實作、創新之課程。111 年度共計 46 門 55 班，3,136 名額。  

(三)推動創新整合課程架接高教深耕計畫： 

1.大 學學科 教學知 識 E-PCK （ Education-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之微型改革：111 年度計有 211 位 E-PCK 教師社群成員

參與開設創新課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件數，連續四

年蟬聯全國頂尖大學第一，累計 10位教師獲得教學實踐績優計畫(佔

獲獎人數 5%，全國最多)。 

2.推動「跨域學程/課程」、「微學程」、「週一不排必修課」及「15+3 跨

域實作課程」等彈性學習機制：111 年全校已有 23.5% 學系已達成大

三、四週一無必修，84.7%學系已達成至少一個年級週一無必修。透

過制度緩解學生跨域衝堂的挑戰，同時也提升學生跨域學習動機。 

3.克盡大學社會責任，持續推動踏溯臺南並進展到 2.0 及 3.0 版：以跨

學院學習的模式設計，將人文、歷史、科技、自然與工業等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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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產業融入台灣到國際及優質社區議題，並從校內到跨校合作，

提供更豐富的學習課程。至 111 學年，已累積 36條課程路線與 49社

區團體機關協作分享，引入在地 50位專家進入社區文化共創。 

4.TREVI 募課平臺：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功募集開設 4門課，上課人

次共 115 人，透過學生自主募課機制，達成多元學習與培育跨領域人

才之目標。 

 (四)引領教師教學成長： 

1.教師評量：110 學年度共計 56 名教師(含助教)接受評量，55 名教師

(含助教)通過評量(含符合免接受評量者 21 名)。 

2.教師升等：110 學年度辦理教師升等著作外審共 100 人，校教評會審

查通過升等共 97 人。 

3.教學反應調查：協助教師能更精確掌握教學弱項，再據之改進。110

學年度上下學期教學反應調查各教學向度平均分別為：熱忱

4.58(4.59)、組織 4.45(4.48)、教學彈性 4.38(4.43)、涵蓋廣度

4.46(4.49)、班級互動 4.47(4.51)、人際和諧 4.52(4.54)、考評

4.4(4.43)、閱讀與作業 4.4(4.43)、學習價值 4.39(4.41)，以上滿

分皆為 5分(括號內為下學期)，顯示本校教學品質均維持優良水準。 

4.教師社群及成長活動：111 年度共舉辦 14 場次教師社群及成長研習，

內容涵蓋設計思考融入教學、多元升等之分享、EMI 教學分享、人工

智慧與創新跨域教學等。 

5.新進教師研習：111 年度針對新進教師辦理「提升新進教師知能暨教

學經驗座談會」，共計 38 人參與。另辦理「2022 年臺灣綜合大學系

統－新進教師專業知能研討會」，四校參與人數為 152 人，而其中本

校新進教師參與人數為 37人，整體滿意度為 4.59 分(5 分量表)。 

(五)整合與創新能力： 

1.推動課程精進、建立彈性課程機制及推動跨領域實作及線上教學： 

(1) 建立彈性課程機制，鼓勵課程深化與多元化，邀請業界專家參與

教學，促進學用合一。111 年度總計開設 281 門彈性密集課程，

修課人次達 8,262 人次。 

(2) 推動跨領域實作課程：各系所彈性規劃「週一不排必修課」及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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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15+3 跨域實作課程」，鼓勵教師開設跨領域實作課程，引導

學生發現問題，以跨領域實作課程共同研擬問題解決方案；鼓勵

學生跨領域學習，建立跨領域團隊，建構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本位

課程設計。111 年度總計開設 13 門跨域實作課程，修課人次達

581 人次。 

2.推動跨領域學習： 

(1) 加強宣導推廣跨領域學程：建置跨領域學分學程專屬網頁，整合

全校跨領域學分學程相關資訊並增加跨領域學分學程系統自動

發證給號功能，促進學生選讀跨領域學分學程之便利性。 

(2) 鼓勵各系所設置跨領域學分學程：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已達

29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讀達 1,976 人次。 

(3) 加強跨領域學分學程成果認證：111 年度完成學程累計達 777 人

次。 

(4) 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111 年度計 6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接受評鑑，

並將評鑑結果依評鑑委員改善建議函送學程單位，以促進其自我

審視與明確的發展方向。 

3.推動「鏈結國際之實踐性服務學習 2.0」計畫： 

為落實關懷社會之教育目標，除原基礎服務學習課程及結合社區需

求之整合性服務學習課群，109 年度開始推動鏈結國際之實踐性服務

學習 2.0 課程，鼓勵教師課程結合 SDGs 目標，協助場域永續發展，

鏈結國際場域或國外學校機構，進而開啟跨國學習鏈結。111 年度開

設共 6 門鏈結國際實踐性服務學習 2.0 課程，因疫情影響以線上合

作或以離島、台南當地社區為服務場域進行，修讀人數共計 182 人。 

(六)本年度培育高等教育人才（不含附設高工及研究學院）2萬 2,825 人，

較預算數 2萬 1,773 人，增加 1,052 人，百分比 4.83%。 

二、學輔方面： 

(一)財務資源的強化，學生財務資源之提供：包括辦理安心就學濟助方案

138 人次、清寒學生就學獎補助 279 人次、大學部學生生活助學金 110

人次、晨曦助學金 55人次、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 55人次、清寒學生

優先工讀、各類身份學生學雜費減免 1,926 人次及大專弱勢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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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人次、申請就學貸款 4,070 人次、教育部學產基金之急難救助、

核發「獎勵優秀高中生就讀本校獎學金」269 人次、及學生醫療暨平

安保險與弱勢學生身心就醫費用補助。 

(二)健康之促進與維護：因應新冠疫情近年逐漸流感化，採鼓勵新生施打

三劑疫苗以增強校園防護力，並透過『成大資訊公告平台 app』掌握

校內染疫人員，進行電聯關懷與疫調追蹤。新生體檢部分則委由本校

附設醫院於暑假期間協助進行，截至 111 年 12 月 23 日止，新生體檢

完成率為 98.38%。另建立數位化「雲端體位管理方案」，招收 110 名

學員，執行六大類均衡飲食及每週 5 次，每次至少 30 分鐘中高等強

度身體運動，幫助實踐健康促進生活模式。 

(三)111 年度實施智慧防疫與實作課程： 111 學年登革熱疫情的防治，乃

承續 104 學年所規劃之完整的校園防疫架構與策略，並增添相關的防

治作為。配合夏、秋兩季 111 年度「服務學習-校園傳染病智慧防疫

與實作」為期 18 週縝密進行校園防疫孳清作業，結合智慧校園 GIS 登

革熱監測誘卵數據，讓學員學會判讀台南登革熱大數據系統，並從中

了解校園區域的安全程度，使用指定的數位輔具將稽查結果正確登錄

並上載，結合校園境外移入整備防疫作戰。 

(四)心理健康促進：包括個別心理諮商及團體輔導，設置系所專任心理師，

協助推展心理健康三級預防工作、開設「心理健康」系列課程，110 學

年度開設「情緒與壓力管理」等 5 門課程，修課人數共約 465 人。持

續針對高關懷群進行辨識與輔導。此外，為讓學生有主動求助心理輔

導之意願，透過網頁及粉絲團活動，增加與學生接觸的機會，極具成

效；另建置諮商服務 e化平台，增加諮商服務預約便利性，個別諮商

預約人數逐年增加。 

(五)促進全人發展與社會公民：110 學年度推動服務學習課程等 11 門共

427 人。另補助學生社團、系會及學生會經費，協助學生人格開展、

生涯規劃與職涯探索，增進自治能力及提升就業力，在領導、創新及

研發能力上皆有提昇並展現成果，學生社團參與志願服務與服務學習

營隊數量均有增加。 

三、辦理教育部高教深耕補助計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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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冊計畫：由高教深耕計畫主冊及全校型教育躍升面向經費共同推

動。 

1.透過 15+3 彈性學制及校級苗圃計畫推動(跨領域)教師合作共創，針

對課程結構、單一課程、教學方法等面向提出改善策略，期能提升各

學院課程結構、個別課程內容、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111

年度校內參與 College X、X·Communication 及實質投入教學研究計

畫的教師共 538 人，佔全校教師 41%。 

2.以 SDGs 議題突破舊有領域框架，在教學場域導入全球性的複雜議

題，從教室走進地方，從區域走向國際，以形塑關鍵的社會核心價值。 

3.透過校務、教務及課務制度之變革，提供學生彈性的自主及創新學習

模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成效，並以跨域模式培育具有社會關懷、

跨科際整合及領導能力的新成大人。110 學年度各院共開設 1,564 門

人文素養及社會關懷相關課程、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開設 352 門專

業總整課程、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 1,976 人次選修跨領域學分學程。 

4.透過 Life-long Learning School (3L School，終身學習學院) 盤整校內

數位學習資源，開發 AR、VR 相關數位教具與線上考試平台，持續

優化線上學習環境，並規劃主題式課群服務民眾、上架國際平台，亦

透過完整的後台資訊，進行必要之大數據分析與管理及了解學生學習

樣態及成效。 

(二)USR 計畫： 

1.南臺灣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 

發展「社會創新型 USR 資源中心」作為各項 USR 計畫的整合推動中

樞。111 年度召開 15 次的跨計畫橫向整合會議，協調各計畫場域互

動與合作，舉辦會議主題包括年報編輯、USR 推動中心訪視、USR 中

長期效益評估等，並出版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年報，進行跨計畫、跨域

整合與交流。 

2.實踐型教學知識整合平臺： 

透過 USR 計畫與其他社會實踐相關執行方案，涵蓋「永續城鄉營造」、

「高齡社會」、「循環經濟」、「友善農業」、「科技民主」等五大議題的

實踐構面，建構 10 個社會實踐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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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學與城市 USR 協力平臺： 

各 USR 計畫與在地團體連結、建立夥伴關係，如官田區場域，相伴

2026 計畫團隊與崑山科大 USR 團隊的合作關於在地生活圈發展議

題。鼓勵學生自主參與社會實踐工作，藉由連結臺南市政府相關社區

營造計畫資源，輔導學生與社區場域合作，打破學科界線，讓學生能

在社區場域實際與土地產生連結，持續發展實踐型人才培育課群。 

4.USR 國際合作網絡： 

「相伴 2026 計畫」以 SDGs 議題「良好健康與福祉」與日本千葉大

學共同推動國際議題研究或場域實踐，參與跨國培力工作坊或論壇，

於 2022 年 10 月舉辦 SIG 國際交流系列活動「大學社會責任對超高

齡社會與社區發展之可能性」。同時，也與千葉大學國際教養部合作

國際跨域課程。 

(三)附錄-提升高教公共性：  

1. 鼓勵各系、學程降低檢定標準或優先錄取等方式，逐年增加本校招收

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就學人數。 

2. 透過經濟扶助、課業學習輔導、建立生活協助及就業、職涯輔導等工

作推展，使同學完成學業，開發個人職涯興趣。成立「學生協助機制

推動專案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整合本校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招生、

輔導、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募款等作業，協助有效運用資源。 

3. 強化學生經濟扶助：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學生協助機制」補助

專款，依學生課業學習、公共服務培力活動、職涯及實習等學習面向，

提供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適額獎(補)助等學習協助，並主動辦理校外

基金募款，成立「安心就學濟助方案」，提供經濟不利學生生活費。 

4.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辦理生活支持型、文化學習或專業學科學習

的服務與活動：辦理定期晤談聚會、協助學生社團活動、開設族語、

原住民社會議題與實踐課程、原青種子部落服務以及文化技藝研習

活動。 

(四)全校型計畫： 

1.教育躍升： 

由高教深耕計畫主冊及全校型教育躍升面向經費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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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躍升： 

(1) 辦理「小龍門計畫補助」計畫： 

為拓展本校研究能量及高階科研人力培植，111 年始推動小龍門

計畫，補助本校優秀人才赴本校重點國際合作伙伴學校研究機

構、實驗室研習與交流關鍵性科技與人文社會研究項目，111 年

總計核定通過補助 8件小龍門計畫，合作校含英國劍橋大學、英

國里茲大學、日本筑波大學、泰國瑪希敦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2) 發展關鍵技術，優化特色領域： 

A. 能源科技領域，包含精緻化傳統能源、生質能源、綠能產業等。 

B. 醫學生技領域，發展特色臨床和新藥轉譯研究，將生醫研究議

題與成果「轉譯」至非生醫領域進行跨領域研究合作，包含智

慧醫療、前瞻醫材和民生生技等。 

C. 智慧科技領域，包含人工智慧、智慧城市、智慧醫療、智慧養殖

等。 

(3) 積極延攬優秀人才： 

A. 培育本校博士生並輔導其未來職涯發展，並對優秀者提供留任

方案。本校研發替代役男 111 年度獲內政部績優役男共計 2 位，

取得專利共計 7 件、發表論文共計 21 篇。 

B. 配合教育部推動玉山學者計畫，自 107 起至迄今（111 年）玉山

（青年）學者獲核定共 25 名，已到任學者共 19 位，將持續挹

注資源以維持穩定的研發能量積累。 

C. 本校自 109 學年度起針對具一定研發能量教師，另予彈性薪資

校擴大補助。111 學年度共補助 303 位教師，佔全校教師總人數

24%，藉此留住優秀卓越之頂尖人才，提升整體研究效能。 

D. 本校自 109 年推動 NCKU 90 and Beyond 培育計畫，外籍學者人

數從 107 年的 40 名到 110 年達到 94 名，111 年初雖受邊境嚴

管影響，外籍學者仍有 88 名，佔所有延攬人才的 40.2%；而國

籍分布自 107 年 8 國增至 34 國，專業涵蓋理工、生醫、人社、

商管等領域，顯現人才組成多元化。透過積極輔導於協助計畫

申請，本校外籍延攬學者獲國科會計畫 3 件、產學及國際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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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2 件，另前沿量子科技研究中心教師，研究成果躍上國際舞

台，榮登頂尖期刊 RL(Physical Review Letters)。 

(4) 鼓勵研究表現，提升國際能見度： 

A. 由各院提供具國際合作實績之教師，協助傳承經驗及組成團隊，

並補助成立國際團隊、舉辦雙邊研討會，引導教師進入國際網

絡。 

B. 111 年補助及獎勵教師研究表現，含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教師共 14 名（108 年至 110 年獲獎）、科睿唯安（Clarivate）

《高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教師共 4名（111

年榮獲），發表國際頂尖期刊（如 Nature、Science 等）共 6名

教師；辦理鼓勵學術表現等補助，補助總額約 2,880 萬元，實

質鼓勵接軌國際之重要學術表現。 

C. 展開成大全球合作計畫：持續與國際組織合作，包含世界大學

聯盟(WUN)、英國劍橋大學、英國里茲大學、美國普渡大學、

日本筑波大學等，提供教師交流平台與研究經費。111 年度持續

以 SDGs 為主題徵案，透過論文圖像化，強化國際合作能量，

共補助 13 篇論文。 

3.國際躍升： 

(1) 打造在地國際化生態系統： 

因應國際及社會議題需求，整合跨域資源並結合課程發展，推動

線上與實體移地教學與共學環境：推展跨國線上論壇、短期課程

與競賽活動，111 年度線上國際暑期學校來自 11 國 89 名學生參

加，領先發展 SATU SMART 4.0 學生跨域型創新創業線上競賽，

計有來自 24 國 437 位國內外學生組成 29 個跨國跨域隊伍，探討

全球永續挑戰的解方，參與「創業 101」自學課程，增進學生跨

國創業實踐能力；提昇 EMI 授課比例、國外學者協同授課數，

全校計邀請 30 位以上國際學者參與課程；推動海外研修線上計

畫與世界徜徉計畫 2.0，提供學生依個人需求選擇原訂出國計畫

或改參與線上研修課程之多元選項。 

(2) 兼顧量與質之國際人才招募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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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與創新的多元文化全球招生，111 年度完成簽約首設美洲地

區 1+2 Fulbright(華語及專業)創新學位學程，推動招收美國學生

攻讀本校歷史學系，拓展馬來西亞生源，提供特色領域人才培育

計畫，吸引優秀非華裔穆斯林學生至臺灣就讀；111 年度進行擴

大招生，辦理境外學位生多階段招生計畫，推展各類虛擬國際交

流方案替代出國延攬人才，以南向國家大學教師與政府、企業中

高階主管為目標，推動 SDGs 主題科研人才培育計畫。 

(3) 建構國際人才支持系統： 

設立國際生顧問諮商機制，110 年 2 月至 111 年 10 月協助外國

學生逾 50 名，透過由國際生顧問建立與系所指導教授溝通橋樑，

媒合介紹同國籍或同系所之學生提供同儕協助；設置外籍教師及

國際學人社群平台，即時協助傳遞校園資訊與重要公告與協助進

行問題協調，111 年度已有超過 50 位外籍教師及國際學人加入。 

(4) 建立永續發展知識平臺之全球地位： 

活化臺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SATU)角色，111 年度成

功媒合 434 件 SATU JRS 計畫，帶動參與會員校研究計畫之 Hi-

Index 及 FWCI 提升；海外基地領航跨國科研與議題，109 至 111

年度共辦理 70 場以上學術科研講座與產業連結論壇。 

4.產學躍升： 

(1) 建立跨國產學機制，深化學產互動： 

本校積極推動科研產業化，促進學研與產業循環共生，11 年度成

立「大南方產學聯盟」，運用科研產業化平臺資源，加碼以產業鏈

之整體服務能量，提升學研單位與企業更多對接機會，創造產學

新商機，促進學界科研成果與產業之循環共生。 

(2) 鏈結海外基地推動新南向產學合作： 

透過臺灣與東南亞暨南亞大學校長論壇(SATU)的協助和東南亞

企業與大學對接，本校與 SATU 重要成員連續 2 年(110-111 年)負

責舉辦東南亞與南亞大學新創人才競賽 SMART，111 年度共有海

外學生 437 人報名，8 個國家，24 所海外大學參加，競賽議題為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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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國際指標企業成立共研中心： 

本校與國巨集團在「前瞻技術共同研究」、「研發人才共同培育」、

「雙研究中心制」等面向跨域合作，首創讓師生進入企業產線進

行聯合創新研究培養高階人才，強化被動元件供應鏈的國際競爭

力。 

(4) 落實校園創新創業，培育新創企業家： 

107 年啟動成大創新圓夢計畫，此為全台唯一校級支持早期創業

團隊構想孵化補助計畫，111 年度補助 65 隊次取得圓夢計畫補助

費用。 

 四、研究方面： 

(一)加強爭取研究計畫： 

宣導及提供最新計畫資訊，建置計畫服務平台，提供各單位研究計畫

資訊，並且提供技術移轉以促進研究成果產業化。111 年度核定補助

大型計畫如：人工智慧(AI)專案計畫(含研究計畫、研究中心計畫、拔

尖整合計畫)，核定 6 件，合計 6,748 萬元；重點補助大學特色領域

研究中心計畫，核定 3件，合計 4,940 萬元；2030 跨世代年輕學者計

畫(含新秀學者、國際年輕傑出學者及優秀年輕學者)，核定 25 件，

合計 4,962 萬元。 

(二)推動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 

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 111 年度共核定 76 件，補助金額計 2 億 5,400

萬元；國科會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 1件，補助金額 6,090 萬元；國科

會核定科研成果創業計畫 3件，補助金額 2,265 萬元。國科會核定科

研創業計畫-價創計畫(萌芽案、拔尖案)3 件，補助金額 2,265 萬元，

經濟部核定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 4件，補助金額 8,963 萬元。在技

術移轉方面，自 98年起技轉簽約金已連續 14年破億元，技轉實收金

連續 3年破億，為全國唯一大學達此里程碑。 

(三)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為培育優秀研究人才，加強實驗、實作與程式操作之能力，近 3 年

(109-111 年)申請國科會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平均件數為

277 件，核定比例平均為 54.8%。109 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智慧運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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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博士學位學程」、「被動元件前瞻技術博士專班」、「智慧製造科技產

業博士學位學程」、「農業生物科技產學研發博士學位學程」及 111 學

年度「太空產業科技人才培育產業博士學位學程」，目前有 13位博士

生參與此計畫。 

(四)111 年度被 Scopus 資料庫收錄之論文篇數共計 3,971 篇，教師平均

篇數約 3.02 篇，近 10年(2013-2022)論文總引用次數，達 47萬 2,057

次。 

(五)111 年度接受委託研究計畫共計 2,419 件（其中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計 1,417 件，非國科會計畫計 1,002 件），111 年度與美、俄、歐盟等

20 國合作執行計畫件數共 57 件。 

(六)整合校內產學推動單位： 

自 109 年 8月轉型成立產學創新總中心，採取產學、專利、技轉、新

創與國際鏈結一條龍的服務量能，並將導入企業化經營模式，朝向永

續產業永續經營目標邁進。111 年度產學合作來自企業合作經費約占

20.68%。 

(七)產業服務暨會議展覽： 

成立「成大產業服務與會議展覽中心」，積極協助校內及南科地區推展

人才培訓、產業技術媒合、人才交流媒合及國際會議展覽等活動辦理，

每年辦理數百小時產業培訓課程，大小國內外研討會、媒合會、展覽

及相關論壇至今已累積逾 190 場。 

(八)持續整合南部地區各大專院校研發資源與企業需求缺口，不斷重整資

源鏈結量身打造專屬之產學合作交流平台。111 年度於沙崙園區辦理

自駕實驗室參訪及 TTA South 異業交流會，2 場活動共 27 個產官學單

位參與。辦理「跨校創新技術媒合會」、「產業數位轉型案例分享會」，

吸引大南方產業聚落近 30 所大專院校、80 家企業與法人單位齊聚一

堂。並於台南、高雄辦理 3 場次人才媒合等相關活動，包含跨校理學

院研究論文競賽及企業研究論文媒合、女性科技領導人論壇、南科精

準醫療企業之學長姐給問及參訪等活動，提供各式產學研發平台之多

元服務。 

五、服務社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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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廣教育服務社會目標： 

1.審視社會變化，以經營化、高值化、產業化、制度化及國際化的視野，

規劃學分班及非學分班的各項課程，以使其實現個人生涯和達成專業

目標，成為產官學研溝通學習之優質平台。 

2.高齡社會是終身教育必須面對的核心課題，本校將高齡者教育視為全

民教育，以「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嚴、社會參與」為願景，

開辦「樂齡大學」，營造親善的學習環境，提供高齡者學習教育的機

會。 

3.為協助臺南市政府備案之產、職業工會幹部、會務人員或勞工團體幹

部及事業單位主管提升領導及管理能力，特開辦「勞工領袖大學」。

另為落實國際化政策，提升勞工團體幹部之語文能力，特開辦「勞工

領袖大學-生活美語班」。 

4.110 學年度本校推廣教育共辦理 42 個學分班及 149 個非學分班，訓

練學員約 3,186 人次。 

(二)附設高工服務社會方面：本著服務社會弱勢家庭學子，讓失學及在職

者獲得一技之長，培育職場基層人才。為落實學以致用，回饋社會之

精神，附工自 108 年開始，發起「志工日」，讓學生走入社區服務。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電腦教室設備完善，除支援本校各系所學期課程

及各單位研習課程，培育本校資訊科技人才，亦提供校外機關、團體

借用，辦理各類認證考試、在職訓練，提升社會人士之資訊專業技能。 

六、其他目標： 

(一)豐富優質館藏並強化數位館藏，成為南部圖書資訊中心： 

本年度圖書館配合研究教學，達成學術領先及邁向一流大學目標，持

續增加圖書館館藏。在實體館藏方面，本年度增加 1萬 8千多冊書刊

及非書資料，總館藏量達 242 萬 2 千多冊；在數位館藏建置上，訂購

約 9萬 2 千多種電子期刊外，並提供 102 萬 6 千多冊電子書以及 317

種訂購電子資料庫，供讀者使用。 

(二)提供機構典藏查詢服務： 

持續主動向本校師生及各單位徵集研究資料，以集結本校之研究成

果，發揮機構典藏系統在典藏、保存資料之價值，展現成大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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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提高本校學術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截至 111 年 12 月底已

建置 14 萬 8,901 篇摘要、11 萬 1,383 筆全文(或全文連結)資料，累

計 1,708 萬 1,815 查詢使用人次。 

(三)推動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 

自 2004 年開始，每年舉辦二手書義賣活動，透過知識傳遞與愛心的

流動，除為二手圖書找到新的主人外，也將義賣所得全數捐給優良社

福機構，集結校內外愛書善心人士共同愛心，反饋社會弱勢族群，善

盡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 

(四)促進社會知識經濟之發展： 

開放社會大眾免費使用圖書館資源，凡 16 歲（含）以上之校外人士

均可憑身分證件入館，使用圖書館各項書刊資源。更開放申請入館參

加本館所舉辦的展覽或活動者，得不受前項入館年齡限制。未滿 12 歲

者由年滿 18 歲者全程陪同即可。本年度校外讀者進館約 4萬 8千人

次，約占進館總人次 42萬人次的 11.5%。  

(五)提供本校師生 RapidILL 西文期刊文獻快遞服務： 

透過此項服務，提供本校讀者於 24 小時內取得所需之美國、加拿大

等地區之期刊文獻，快速滿足師生教學研究需求，以提升研究產能；

並藉由本服務提供本館館藏予他館之學術研究人員，提高本校能見

度，本年度申請件數共約 4,067 件。 

(六)帶動周遭學校提升學術發展： 

建立跨館圖書互借機制，依互惠原則開放圖書資料借閱服務，落實資

源共享理念。本年度處理跨館圖書互借服務 1,008 冊次；處理透過館

際合作「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線上借書共 819 件(完成 705 冊)。 

(七)持續推動行政 E化服務： 

協助行政單位開發資訊系統或改寫現有系統，使用響應式網頁技術或

APP 技術開發，提升使用者操作介面友善度，本年度共開發 6 個新系

統，包含「實習課程資料系統」、「全球競合力護照 APP」、「雙語大學

計畫教學面向資料庫系統」、「哺(集)乳室線上預約管理系統」、新版

「捐贈系統」、「學生赴外系統」。 

(八)Alma 雲端知識庫及服務平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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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 雲端知識庫及服務平台為下一代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整合紙本、

電子及數位等資源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資源探索服務、電子資源管

理系統、動態連結器及知識庫等服務系統，各項資源可在探索服務系

統中一站查詢，且避免資料及工作的重複性，免除了資料轉置的時間

間隔。本建置案為 T4四校圖書館/圖資處聯合評估、聯合採購的建置

案，於 111 年 8 月 23 日召開 T4 四校 ALMA 啟動會議，預計 112 年 8

月 1日四校 ALMA 上線啟用。 

(九)更新汰換校園無線網路及宿舍網路入口交換器設備： 

本年度針對校園內各系所單位之公共空間，汰換舊型無線網路存取點

（Access Point），提升無線網路品質與連線速度，並改善連線安全

性。另學生宿舍採用支援頻寬 1Gbps 以上之新型網路交換器，以符合

目前網路需求，更換範圍計有 8個宿舍區。 

(十)強化資通安全防護機制： 

依行政院技服中心公布之惡意中繼站清單進行情資及惡意中繼站更

新，強化本校網路流量防護；並依對外服務之重要性，強化重點區域

防火牆之安全存取控制；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認證之 ISO/IEC 27001 驗證，從管

理面及技術面強化面對網路威脅的能力，提供安全的使用環境。 

(十一) 附設高工教學目標：配合社會基礎人力需求，傳授各工業類科之基

本知識及實用技能，培養國家經濟建設基層人員。 

1.附工為因應少子化衝擊，透過「一師深耕一間國中」策略，每年招生

期間，附工教師前往各國中輔導室拜訪，每位教師作為聯繫窗口，建

立本校與國中學校的長期關係。辦理科群均質化課程研習，讓附近的

國中生免費參與及瞭解課程特色及未來出路。藉由網路宣傳招收非典

型學校實驗教育學生，增加多元入學管道；藉由多元宣傳管道，提升

學校知名度及曝光機會。因應非應屆生的增加，加強宣導年長就讀優

勢，朝發展學習一技之長或第二專長趨勢前進。 

2.推廣「職前訓練」：與官田職訓局合作，推動在校生日間參加「職前

訓練」課程，探索職業興趣及培養專業技能。 

七、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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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國家於半導體、資訊科技、循環經濟，以及智慧機械領域產學合作

及人才培育之創新，提升研發成果效益，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強化產

業競爭力。營運計畫實施績效如下： 

(一)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 

1.學術研究方面： 

(1) 推動產學合作計畫，結合本學院各團隊研發能量，協助企業開發

前瞻技術與解決技術瓶頸，111 年度接受委託研究計劃共計 94 件 

(國科會 3件、產學合作計畫 91 件)。 

(2) 與合作企業成立共同研究中心，冀引入企業資源，強化本學院產

學共榮運作機制，目前已有中鋼、DIODES 等公司進行中。 

(3) 由本學院半導體製程學位學程劉瑞農副主任代表參加國家發展委

員會與外交部共同籌組之「台歐民主供應鏈韌性及合作考察團」

赴訪義大利及波蘭部會、大學及半導體產業進行交流。 

2.課程教學方面： 

(1) 結合本校各系(所)現有課程，提供有效學習資源，本學院自 111

學年度起招收新生，部分新生提前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入學，

學院自此開設課程，111 年度開設課程(含與他系合開)共計 185

門。 

(2) 強化學生的國際學習力與研究能力，滿足境外學生的畢業學分需

求，開設充足的英文授課課程，111 年度英文授課課程數量達 51

門，占總開課數 28%。 

(3) 跨領域全英文微學分課程： 

本學院積極開設微學分、非同步線上課程，讓修習不同領域的學

生進一步了解『半導體科技工程』知識，並採英文授課增強學生

英語修課能力，接軌國際學習之素養。111 年度開授 6 門 0.5 學

分、1門 2學分共計 7門微學分課程，合計 129 人完成修習。 

(4) 為擴大企業人才養成的範疇，實現與企業共同培育人才之目標，

本學院與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華邦 x 成大半導體領導學

程」，結合本校各系相關課程及本學院「半導體關鍵技術暨領導實

務」課程，由企業專業人才親授實務知識及經驗分享，修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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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75 人。 

(5) 邀請或聘任企業業師參與課程，使學生即時掌握產業發展趨勢，

111年度開授(含與他系合開)業界專家參與或授課之課程共8門，

除專題討論(一)(二)開放全校師生參與聽講，其餘 7 門課程修課

人數合計達 742 人。 

3.企業認知方面：協助企業舉辦說明會、專案企劃活動，以及企業實地

參訪等，使學生能夠及早瞭解企業文化以及人才需求。 

(1) 為增進學生對產業認識與自我學習，111 年度辦理「合作企業宣傳

日」活動共 5場次、參與企業數 16家、學生參與人次約 350 人。 

(2) 辦理企業董事長及總經理級大師講座活動，分享企業發展與職涯

經驗，111 年度共舉辦 6場大師講座、3場產學講座。 

4.人才招募方面： 

(1) 舉辦「成大攜手南科台南園區與高雄亞灣，開啟大南方半導體人

才培育」線上記者會，邀請台南市長黃偉哲、高雄市長陳其邁參

與，見證大南方半導體人才培育邁向新里程碑。另辦理 1 場專業

人才培育課程-合作企業共識會議及 1 場半導體學院與夥伴學校

人才培育會議。 

(2) 開辦合作企業宣傳日、個別企業說明會等活動，邀請合作企業介

紹發展願景、企業文化、工作環境並提供實習訊息及聘任資訊，

共辦理 5場次、參與企業數 16家、學生參與人次約 350 人。 

(3) 與合作企業人資部門保持良好的聯繫，配合企業人資規劃即時提

供學生短期實習及人才需求訊息。 

(4) 開授企業課程，部分課程並安排企業參訪活動，提供學生進一步

了解企業實務操作經驗。 

(二)招生 : 

1. 111 年度入學生計有博士生 20名(含境外生 2名)、碩士生 72名(含

境外生 2名)。 

2. 111 年辦理國內招生說明會 2場。 

3. 本學院參加 2022 台灣中東歐半導體獎學金說明會招生團，出訪中

東歐捷克、波蘭、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國大學或部會舉辦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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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來台就讀國際碩博士生。 

4. 為深耕培育優秀研究人才，獎勵具有研究潛力學生就讀本學院，設

立培育優秀學生獎學金，111 年度受獎人數計 92 人。 

(三)教學： 

1. 本學院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為培育平台，並整合半導體及永續

製造產業供應體系之架構，開設 5大專業領域之學位學程。 

(1) 晶片設計學位學程: 

以智慧物聯網(AIoT)/人工智慧晶片設計、生醫/感測積體電路設

計、新興記憶體電路與智慧控制模組，以及先進射頻通訊晶片設

計等主題為教學、研究方向，結合現有電機與資工及 IC設計專業

師資，以基礎前瞻技術及實務為主。 

(2) 半導體製程學位學程 : 

以前瞻技術節點開發、低功耗智慧物聯網(AIoT)元件開發、化合

物半導體，以及記憶體元件等主題為教學、研究方向，課程規劃

以半導體元件與製造相關專業知能為主，使學生具備分析、設計、

整合及研究創新之能力。 

(3) 半導體封測學位學程 : 

以封裝元件設計、封裝材料/製程、封裝智慧製造，以及封裝永續

循環經濟製造等主題為教學、研究方向。 

(4) 關鍵材料學位學程 : 

以二維材料開發與應用、奈米/量子材料、寬能隙半導體、光電半

導體、能源材料等主題為教學、研究方向。 

(5) 智能與永續製造學位學程 : 

以發展達成碳中和永續發展的智慧製造技術，包含氫能冶煉技術、

智能模擬輔助製程設計、循環經濟技術、低碳減排技術、綠能應

用元件等主題為教學、研究方向。 

2. 展望全球趨勢，為培育高階半導體及永續製造人才，融入人工智慧

與大數據、環境氣候永續與智能製造於教育，開授全學院必選修核

心課程，包含「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運算」、「大數據分析與雲端運算」、

「永續能源導論」，期所訓練人才具有維持台灣下世代半導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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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地位，以及人工智慧、循環經濟、智慧機械之創新能力。 

3. 本學院院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代表出席 2022 年成功大學代表團訪問

美國普渡大學，參訪行程深化鏈結本學院與普渡大學關係並宣示重

大合作進展。兩校合作內容，包含普渡大學針對 IC 設計、半導體

製程與半導體封裝合作研究的學者人選、普渡大學對標竿教學的講

師，同時研議舉辦學生競賽與學術交流會。 

4. 本學院智能與永續製造學位學程 111 年度延攬國際專家學者 3位，

第1位來自日本早稻田大學水野潤博士為專任教授進行長期教學研

究工作；第 2位為來自日本大阪大學菅沼克昭教授擔任短期客座講

座教授，提供演講、科技研發及協助學院企業交流等工作；第 3位

為來自德國于利希研究中心之 Prof. Payam Kaghazchi，來台進行

短期密集授課，提供學生於材料模擬計算之專業課程。 

5. 為提升教學競爭力及產學研發能量，111 年度本學院新進傑出教學

人員獎勵計有 3名教師獲獎。 

貳、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決算與收入預算比較情形： 

(一)業務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102 億 64 萬 6,522 元，包括教學收入 58億

4,496 萬 4,930 元，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5,007 萬 7,722 元，其他業務

收入 43 億 560 萬 3,870 元，較預算數 97億 2,681 萬 9,000 元，增加

4億 7,382 萬 7,522 元，百分比 4.87%。 

(二)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決算數 8億 3,573 萬 9,366 元，包括財務收入 1

億 4,131 萬 5,155 元，其他業務外收入 6億 9,442 萬 4,211 元，較預

算數 5 億 4,773 萬 5,000 元，增加 2 億 8,800 萬 4,366 元，百分比

52.58%。 

二、支出決算與支出預算比較情形： 

(一)業務成本與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109 億 1,643 萬 1,867 元，較預算數

101億 3,066萬 8,000 元，增加 7億 8,576 萬 3,867 元，百分比 7.76%，

茲將各科目支出金額與預算數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教學成本：決算數 97 億 674 萬 993 元，包括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52

億 9,960 萬 7,101 元，建教合作成本 43 億 5,889 萬 2,396 元，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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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 4,824 萬 1,496 元，較預算數 88 億 9,521 萬 4,000 元，增

加 8億 1,152 萬 6,993 元，百分比 9.12%。 

2.其他業務成本：決算數 4億 8,609 萬 5,529 元，較預算數 4億 6,682

萬元，增加 1,927 萬 5,529 元，百分比 4.13%。 

3.管理及總務費用：決算數6億 8,260萬 9,458元，較預算數 7億 3,463

萬 4,000 元，減少 5,202 萬 4,542 元，百分比 7.08%。 

4.其他業務費用：決算數 4,098 萬 5,887 元，較預算數 3,400 萬元，增

加 698 萬 5,887 元，百分比 20.55%。 

(二)業務外費用：本年度決算數 2 億 2,357 萬 8,225 元，包括財務費用

311 萬 2,737 元，其他業務外費用 2億 2,046 萬 5,488 元，較預算數

2億 9,051 萬 8,000 元，減少 6,693 萬 9,775 元，百分比 23.04%。 

三、決算與預算餘絀比較情形： 

(一)業務賸餘(短絀-)：本年度決算數短絀 7 億 1,578 萬 5,345 元，較預

算數短絀 4億 384 萬 9,000 元，增加短絀 3億 1,193 萬 6,345 元，百

分比 77.24%，主要係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及學生公費及獎勵金實際數

較預算數增加。 

(二)業務外賸餘(短絀-)：本年度決算數賸餘 6 億 1,216 萬 1,141 元，較

預算數賸餘 2 億 5,721 萬 7,000 元，增加賸餘 3 億 5,494 萬 4,141

元，百分比 137.99%，主要係業務外收入之各類收入實際數皆較預算

數增加，暨雜項費用撙節支出致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三)本期賸餘(短絀-)：本年度決算數短絀 1 億 362 萬 4,204 元，較預算

數短絀 1億 4,663 萬 2,000 元，減少短絀 4,300 萬 7,796 元，百分比

29.33%，主要係業務外收入之各類收入實際數皆較預算數增加，暨雜

項費用撙節支出致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參、餘絀撥補實況： 

一、賸餘之部：本年度決算數本期賸餘 496 萬 8,054 元，前期未分配賸餘

0元，合計 496 萬 8,054 元；預算數本期賸餘 1,788 萬 4,000 元，前期

未分配賸餘 0元，合計 1,788 萬 4,000 元。 

二、分配之部：本年度決算數賸餘撥充基金數 391 萬元，係依預算數辦理

賸餘撥充基金；預算數賸餘撥充基金數 39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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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分配賸餘：本年度決算數 105 萬 8,054 元；預算數 1,397 萬 4,000

元。 

四、短絀之部：本年度決算數本期短絀 1 億 859 萬 2,258 元，前期待填補

之短絀 0 元，合計 1 億 859 萬 2,258 元；預算數本期短絀 1 億 6,451

萬 6,000 元，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0元，合計 1億 6,451 萬 6,000 元。 

五、填補之部：本年度決算數 1 億 859 萬 2,258 元，預算數 1 億 6,451 萬

6,000 元，係依實際短絀數撥用公積填補，致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 

六、待填補之短絀：本年度決算數 0元，預算數 0元。 

肆、現金流量結果： 

一、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決算數淨現金流入 13億 5,470 萬 6,158 元，包括

本年度決算本期短絀 1 億 362 萬 4,204 元，利息股利之調整數 1 億

3,350 萬 1,964 元，故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短絀 2 億 3,712 萬 6,168

元，調整非現金項目 15 億 9,183 萬 2,326 元，較預算數淨現金流入 7

億 9,671 萬元，增加現金流入 5 億 5,799 萬 6,158 元，百分比 70.04

％。 

二、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決算數淨現金流出 13億 217 萬 287 元，包括減少

流動金融資產 110 億 6,561 萬 2,761 元，減少短期墊款 4 億 3,500 萬

9,265 元，減少投資 56 億 9,070 萬 9,733 元，減少準備金 2 億 1,853

萬 5,794 元，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3萬 121 元，減少其他資產 275

萬 3,756 元，收取利息 8,174 萬 1,093 元，收取股利 3,068 萬 6,735

元，增加流動金融資產 111 億 1,636 萬 7,504 元，增加短期墊款 3 億

5,160 萬 3,435 元，增加投資 55 億 5,747 萬 2,666 元，增加準備金

5,204 萬 9,531 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6億 2,195 萬 8,907 元，

增加無形資產 3,964 萬 4,801 元，增加其他資產 20萬 441 元，增加遞

延費用 8,805 萬 2,260 元，較預算數淨現金流出 14 億 7,873 萬 5,000

元，減少現金流出 1億 7,656 萬 4,713 元，百分比 11.94%。 

三、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決算數淨現金流入 7 億 4,908 萬 4,698 元，包括

增加其他負債 99 億 4,048 萬 3,429 元，增加長期債務 1 億 8,765 萬

7,599 元，增加基金 5億 3,724 萬 9,084 元，減少其他負債 99億 1,389

萬 2,356 元，支付利息 241 萬 3,058 元，較預算數淨現金流入 6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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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3 萬 3,000 元，增加現金流入 6,015 萬 1,698 元，百分比 8.73%。 

四、匯率影響數增加 77萬 6,328 元。 

五、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決算數淨增 8億 239 萬 6,897 元，較預

算數淨增 690 萬 8,000 元，增加現金流入 7 億 9,548 萬 8,897 元，百

分比 11515.47%。 

六、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決算數 25 億 6,381 萬 2,303 元，較預算數 25

億 1,885 萬 9,000 元，增加 4,495 萬 3,303 元，百分比 1.78%。 

七、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與籌資活動決算數包括： 

(一)其他應收款與基金同額增加之金額 255 萬 415 元。 

(二)退休離職準備金與應付退休及離職金同額增加之金額65萬 2,133元。 

(三)退休離職準備金與應付退休及離職金同額減少之金額 1,602 萬 2,346

元。 

(四)其他準備金與預收收入同額增加之金額 5,687 萬 3,498 元。 

(五)其他準備金與遞延收入同額增加之金額 2億 5,390 萬 4,102 元。 

(六)以前年度購建中固定資產科目，調整轉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科目之

金額 1億 7,963 萬 4,384 元。 

(七)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應付未付數同額增加之金額5,335萬 4,115元。 

(八)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遞延收入同額增加之金額 1億 884 萬 811 元。 

(九)無形資產與遞延收入同額增加之金額 32 萬 229 元。 

(十)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基金同額增加之金額 5,508 萬 2,844 元。 

(十一) 無形資產與與基金同額增加之金額 269 萬 386 元。 

(十二) 代管資產與應付代管資產同額增加之金額 744 萬 720 元。 

(十三) 代管資產與應付代管資產同額減少之金額 1,266 萬 9,964 元。 

(十四) 應付代管資產轉列受贈公積之金額 9,922 萬 6,843 元。 

(十五) 盈餘分配與虧損填補之金額 1億 468 萬 2,258 元。 

伍、資產負債情況： 

一、資產總計 396 億 5,893 萬 2,287 元，其中流動資產 89億 727 萬 5,376

元，占 22.46％，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31 億 8,566 萬

7,142 元，占 8.0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44 億 5,702 萬 4,867 元，

占 36.45％，無形資產 5,095 萬 1,924 元，占 0.13％，其他資產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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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5,801 萬 2,978 元，占 32.93％。 

二、負債總計 230 億 4,424 萬 3,597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58.11％，其中

流動負債 78 億 6,527 萬 4,307 元，占 19.83％，長期負債 3 億 1,178

萬 3,573 元，占 0.79％，其他負債 148 億 6,718 萬 5,717 元，占 37.49

％。淨值總計 166 億 1,468 萬 8,690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41.89％，

其中基金 135 億 7,095 萬 5,160 元，占 34.22％，公積 27億 3,711 萬

879 元，占 6.90％，累積賸餘 105 萬 8,054 元，占 0％，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未實現餘絀 3億 556 萬 4,597 元，占 0.77％。 

陸、其他： 

    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負擔狀況說明： 

本校辦理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程」，

總經費8億4,875萬元，計畫期程預計108年度至113年度，由自籌收入支

應7億9,884萬2千元(自償性債務舉借)、營運資金支應4,990萬8千元。

本計畫以住宿率作為自償性債務財務分析指標，償債財源為住宿費收

入及商場租金收入等，截至111年底止，共計借款金額3億1,178萬3,573

元，利息費用359萬4,3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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