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3 年各類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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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教育部 107 學年度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評定-優等。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改善後通過。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教育部華語中心優化輔導計畫，獲得教育部 36 萬元補助，總
優化計畫執行經費為 60 萬元。
申請 108 學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
畫，本校管理學系「休閒健康產業管理實務學程」獲補助 800,000 元。
108 年度全國社團評鑑及全國學生會成果競賽：急救社榮獲學藝性組優等獎；學生會
榮獲甲等獎。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8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300 萬元。
108 年度申請宜蘭縣政府校內空間空調汰換補助 10 萬元。
申請教育部 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提升高教
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獲補助 5,980,800 元。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 3,155,600 元。
協助校內各系申請教育部「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由本校未來與
樂活產業學系周鴻騰老師、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羅光志老師、資訊應用學系羅榮華老
師、宗教學研究所許鶴齡老師及心理學系游勝翔老師共獲補助 5 案，金額為 1,328,650
元。
申請 108 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補助「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
務補助計畫」，本校獲補助 283,800 元。
申請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新南向學海築
夢」計畫，本校公共事務學系陳尚懋教授主持「108-2 佛光泰有愛實習計畫」獲補助
160,000 元。
榮獲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8 年度資源回收工作計畫」補助 3 萬元。
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計畫」補助 108 年度計畫經費 41,439,200
元。
獲國防部「108 年第二梯次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招生績優學校」。
應用與經濟學系許鍾泰同學獲選為 108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全國代表。
公共事務學系張凱智同學獲選為 108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縣市代表。
108 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審查結果已獲得通過。
榮獲宜蘭縣政府推動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榮獲 108 年宜蘭縣大專院校資源回收評比第三名。
108 申請行政院環保署改造或汰換燃油鍋爐補助 903,896 元。
108 年 03 月 28 日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類別之「學
術影響力獎」第二名，以及「106 學年度學位論文電子全文送存率與授權率達 100％」。
協助校內各系申請教育部 108 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本校共計申請 8 件，
申請件數為全國第一名；本校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高宜淓老師及羅光老師共獲補助 2







筆，為全國獲補助件數前十名，獲補助 1,047,000 元。
108 年於全球 780 所學校中獲得世界綠色大學排名第 188 名。
完成向環保署申請本校「設施場所樂活產業學習園區環教場所」作業。
申請教育部「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藝能競賽」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獲補助 36,000 元。
申請教育部「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藝術設計類國際競賽」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獲補
助 25,000 元。
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資訊安全制度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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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教育部評定「108 學年度兵役業務優選學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至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 109 年教育部華語中心優化輔導計
畫，獲得教育部 50 萬 6,000 元補助，總優化計畫執行經費為 843,333 元。
辦理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計 10 位學生符合條件並陳報教
育部申請款項。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改善後通過。
108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申報資料，於 109 年獲經濟部同意備查。
申請 109 學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
畫，本校管理學系「休閒養生產業管理實務學程」獲補助 80 萬元。
獲教育部 109 學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申請獲補助 3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9 至 110 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450 萬元。
獲教育部 109 年度「學務特色主題計畫」，相關計畫申請獲補助 551,086 元。
獲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 109 年度「第十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相關計畫申請獲
補助 18 萬元。
獲教育部 109 年度「大專校院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計畫申請獲補助 3 萬
0,436 元。
獲教育部 109 年度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補助 17 萬元整。
獲教育部 109 年度「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助經費-設備費新臺幣 45
萬元。
獲教育部 109 年度「發展特色運動」，補助經費-業務費新臺幣 50 萬元。
獲教育部 109 年度「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業務執行費」補助 80 萬元。
獲教育部 109 年度學產基金工讀服務「原鄉行腳返鄉服務計畫」，計畫申請獲補助 24
萬 4,494 元。
獲教育部 109 年度暑假教育優先區補助 1 案 15,000 元；全聯佩樺基金會補助 8,000 元
整。
獲教育部 109 年度「菲你莫屬海-菲律賓海外志工計畫」
，計畫申請獲補助 1 案 122,000
元整；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 20,000 元。
獲教育部補助「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新
台幣 310 萬 9,256 元整，計畫經費總額共計 344 萬 5,840 元。
獲衛福部 109 年度「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計畫申請獲補助 6 萬元。



























獲教育部 109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案」
，相關計畫獲補助 3 萬 9,000 元整。
獲勞動部 109 年度「佛光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計畫」
，相關計畫獲補助 3 萬 8,289
元整。
獲教育部 109 年度「大專院校辦理輔導工作」計畫，相關計畫獲補助 4 萬 5 千元整。
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計畫」補助 109 年度計畫經費 37,368,426
元。
申請教育部 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提升高教
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獲補助 6,022,000 元。
協助校內各系申請教育部「109 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由本校管理學
系孫遜老師、應用經濟學系曲靜芳老師、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林明昌老師、未來與樂
活產業學系周鴻騰老師、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羅光志老師、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高宜
淓老師、資訊應用學系羅榮華老師、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陳憶芬老師、心理學系周
蔚倫老師、心理學系游勝翔老師、傳播學系張煜麟老師及語文中心戴榮冠老師共獲補
助 12 案，金額為 3,178,000 元。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 2,976,000 元。
申請 109 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補助「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
務補助計畫」，本校獲補助 364,162 元。
完成 109 年世界綠色大學線上申報作業。
獲教育部 109 年「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計劃案，
「用慈心豐沛生命，讓生命永續發
展」計畫申請獲補助 15 萬元，較往年多 5 萬元。
獲礁溪鄉公所 109 年礁溪鄉地區運動會-小小天使運動會，補助 1 案 15,718 元，由甲上
志工服務隊於懷恩館辦理專屬礁溪地區的聯合趣味競賽。
辦理 109 年因疫情影響紓困校外租屋租金補貼，計 2 位學生符合條件並陳報教育部申
請款項。
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由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系學會榮獲自治性綜合組
特優獎；甲上志工服務隊榮獲服務性組優等獎；甲上志工服務隊榮獲最佳社團特色活
動獲獎。
109 年參加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場安全健康週」獲得肯定，並獲獎牌。
109 年獲交通部補助第二期計畫放置 100 台 i-Rent 共享機車於本校校園。
109 年獲交通部「聯網智慧機車安全暨共享與場域試驗研究計畫」補助 216,000 元。
109 年完成 ISO 50001 2018 能源管理系統轉版驗證，並獲證書。
109 年獲教育部同意本校申請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計畫
案，獲得 2,168,878 元。
109 年 7 月 16 日榮獲國家圖書館發布「109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學位論文傳播獎
–全文授權率：私立綜合大學組第一名，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為 100%。
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資訊安全制度認證。
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認證。
協助校內各系申請教育部 109 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本校共計申請 5 件，
由管理學系陳亮均老師獲補助 1 案，獲補助金額為 358,000 元。
榮獲宜蘭縣政府推動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申請教育部 109 年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學海飛颺」
，獲補助 19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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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教育部 110 年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學海飛颺」
，獲補助 192
萬元。
申請教育部 110 年第 2 次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學海築夢」
，本期
由蔬食系江淑華老師、吳仕文老師申請之「美國素食廚藝人才培育計畫」獲補助 16 萬
元。
申請教育部 110 年南向計畫，獲補助 96 萬元。
學生社團參加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由甲上志工服務隊榮獲服務性組特
優獎；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榮獲自治性綜合組佳作獎。
109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申報資料，於 110 年獲經濟部同意備查。
110 年完成 ISO 50001 2018 能源管理系統換證驗證，並獲通過。
109 年於全球 912 所學校中獲得世界綠色大學排名第 189 名，另已完成 110 年世界綠
色大學線上申報作業。
榮獲宜蘭縣政府推動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110 年獲教育部同意本校申請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計畫案
補助 50 萬。
110 年 4 月 26 日榮獲國家圖書館發布「110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學位論文傳播獎
–全文授權率：私立大學組第一名，學位論文電子全文授權率為 100%。
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資訊安全制度認證。
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計畫」補助 110 年度計畫經費 37,410,039
元。
申請教育部 110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提升高教
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獲補助 608 萬 1,000 元。
協助校內教師申請教育部「110 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由本校傳播學
系邱慧仙老師、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周鴻騰老師、資訊應用學系羅榮華老師、中國文
學與應用學系林以衡老師、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林明昌老師、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張
瑋儀老師、心理學系周蔚倫老師、心理學系游勝翔老師、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林晏如
老師、應用經濟學系曲靜芳老師、應用經濟學系李喬銘老師、管理學系陳亮均老師、
傳播學系張煜麟老師共獲補助 13 案，金額為 2,653,046 元。
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 2,91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