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單位近五年（106 年至 110 年）重要活動與績效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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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重要活動與績效
 申請教育部「第 3 期（106 年）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獲補助每年 3,000
萬元。
 申請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獲補助 1,250 萬元。
 申請「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106 年度）」，獲補
助 450 萬元。
 申請教育部青年署「青年講座」獲補助 40,200 元。
 申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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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服務營運學程」獲補助 599,883 元，





及「餐旅服務業管理實務」課程獲補助 597,982 元。
申請教育部青年署補助「推動大專院校職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獲補助兩案
計 297,0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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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 元。
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 3,433,100 元。
推動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各學院建置跨領域學程。

 申請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計畫（5 年期）」，獲補助 107
年度計畫經費 41,439,200 元。
 協助校內各系申請教育部「107 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由本
校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葉茉俐老師及羅光志老師獲補助二案， 金額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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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813 元。
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 3,256,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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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元。
申請教育部「107 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獲補助 7 萬元。
申請教育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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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800
元。
申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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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管理實務學程」獲補助 600,000 元，
及「理財服務營運學程」課程獲補助 6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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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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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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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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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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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志老師共獲補助 2 筆，為全國獲補助件數前十名，獲補助 1,04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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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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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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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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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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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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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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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 2,97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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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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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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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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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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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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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學生事務處-重要活動與績效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校院學校衛生輔導，經教育部評列為優等。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5 學年度佛光大學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
共計 21 名，金額達 29 萬元。
 獲教育部頒發「106 年友善校園獎學校」。
 獲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辦理「三好校園典範學校」。
 學生社團參加 106 年全國社團評鑑及全國學生會成果競賽，心理系系學會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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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榮獲
金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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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應用學系謝舜丞同學獲選為 106 年度全國社團評鑑之學生評審。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林聖智同學獲選為 106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學校
代表。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林晏廷同學獲選為 106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縣市代表。
 管理學系趙柏奕同學獲選為 106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全國代表。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大專校院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12 萬元。
 獲衛福部補助辦理「106 年衛福部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5 萬元。
 本校與國防部簽訂「國防部委託民間大學辦理大學儲備軍官團」計畫委辦學
校，獲補助招募 3 萬元。
 全校社團幹部訓練至高雄佛光山辦理 4 天 3 夜課程，共計 110 人參加。








獲教育部補助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業務執行費 36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寒假教育優先區 15,000 元、暑假教育優先區 3 萬元。
獲宜蘭縣政府補助 106 年暑期育樂營 34 萬元。
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106 年青年海外志工團隊 12 萬元。
獲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廣西志工團隊 10 萬元。
社團與系學會學生赴緬甸、日本本栖寺、大陸廣西桐棉擔任海外志工。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6 學年度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比照行政機關推動性別

主流化試辦計畫」68,724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6 教育部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





地設備實施計畫」186,000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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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350 元，計畫經費總額共計 2,079,900 元。
獲教育部補助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18 萬元。
獲教育部「中華民國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女子組公開組第一級第四名。
獲教育部「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未樂學系駱文翊同學榮獲跆拳道一
般女生組 46kg 級冠軍。產媒系陳俊道同學羽球比賽，榮獲一般男生組個人
單打賽第七名。

 106 學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自評及訪視檢核評鑑通過。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6 學年度佛光大學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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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9 名，金額達 284,000 元。
107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
書面審查通過。
獲教育部 107 年度生命教育特色學校。
本校與國防部簽訂「國防部委託民間大學辦理大學儲備軍官團」計畫委辦學
校，獲補助招募 6 萬元，招募 8 名學生加入 ROTC。
獲衛福部補助辦理「107 年衛福部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6 萬元，
辦理 8 場活動 211 人參與活動。
獲教育部補助「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業務執行費」53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寒假教育優先區」30 萬元、「暑假教育優先區」3 萬元。
獲宜蘭縣政府補助「107 年暑期育樂營」366,950 元。






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107 年青年海外志工團隊」20 萬元。
全校社團幹部訓練至高雄佛光山辦理 4 天 3 夜課程，共計 114 人參加。
社會學系江嘉玲同學獲選為 107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全國代表。
學生社團參加 107 年全國社團評鑑，應用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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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與系學會學生赴緬甸、日本本栖寺、大陸廣西桐棉擔任海外志工。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7 年度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備實施計畫」68,000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計畫」
20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學務特色主題計畫」261,250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教育部辦理 107 年度大專校院輔導工作計畫」84,220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7 年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
畫」40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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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2,292,744 元，計畫經費總額共計 2,555,562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25 萬元。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女子組公開組第一級第四名。
 「中華民國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未樂系駱文翊同學榮獲跆拳道一





般女生組 46kg 級冠軍。
「中華民國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輕艇錦標賽」，文資系賴冠傑同學榮獲單人
加拿大式艇 500 公尺及 200 公尺雙料冠軍。
107 年教育部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補助款 13,500 元。
教育部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4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70143203 號函示指定
本校為 108 年度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廣學校。
大專校院學校衛生輔導資料（106-107 學年度）資本門，經書面審查評列為
「輔導通過」。

 「107 學年度中華民國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女子組公開組第一級第一名。
 107 學年度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比照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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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0 元。
獲教育部補助「107 學年度自主特色與校園文化之生命教育推動模式」補助
款 15 萬元。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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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萬元。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08 年度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
訓練環境，補助經費-業務費新臺幣 3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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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與國防部簽訂「國防部委託民間大學辦理大學儲備軍官團」計畫委辦學
校，獲補助招募 6 萬元；108 年第二梯次招募 8 名學生。

 獲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三好校園計畫」20 萬元。
 獲衛福部補助辦理「108 年衛福部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6 萬元，
辦理 4 場活動 202 人參與活動。
 辦理 108 學年第 1 學期「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計 12 位學生符合條件並
陳報教育部申請款項。
 108 年南非國際志工團-非你不愛：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144,000 元，公
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 10 萬元，北極星童軍協會贊助 1 萬元。
 108 年寒假教育優先區：獲教育部補助 1 案 15,000 元，全聯佩樺基金會補助
5,000 元由甲上志工服務隊前往宜蘭大福國小從事服務。
 108 年礁溪鄉地區運動會-小小天使運動會：獲礁溪鄉公所補助 1 案 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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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暑假教育優先區：獲教育部補助 1 案 15,000 元，全聯佩樺基金會補助
15,000 元，由甲上志工服務隊前往宜蘭萬富國小從事服務。
 108-109 年（1 年半）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95 萬元。
 108 年度廣西海外志工計畫：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1 案 202,000 元，公
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 10 萬元由廣西志工服務隊前往廣西資源鎮金
山村從事服務。

 108 年度緬甸海外志工計畫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1 案 244,000 元，公益
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 10 萬元由緬甸志工服務隊前往曼德勒孔教學校






從事服務。
學生社團辦理服務學習相關活動總計 47 場帶動中小學及社區服務，參與人
次共 2,111 人次。
獲教育部補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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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8,688 元，計畫經費總額共計 2,715,520 元。
獲教育部補助「108 學年度佛光大學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共計
26 名，金額達 38 萬元。
資應系宋思賢、文資系陳家讚和產媒系葉峻辰參加台積電職場體驗計畫，自
108 年 6 月 26 至 12 月 25 日止，每週工作 20 小時，薪資新台幣 23,100 元。
獲教育部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備實施計畫」

 186,000 元。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申請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08 年度「充實體育器材設備（資本門）」新臺幣





40 萬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08 年度「充實體育器材設備（資
本門）」新臺幣 40 萬元。
「中華民國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未樂系駱文翊同學、林晴雯同學
榮獲跆拳道一般女生組 46kg 級、52KG 級第五名。
「中華民國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輕艇錦標賽」，文資系賴冠傑同學榮獲單人
加拿大式艇 500 公尺及 200 公尺雙料冠軍。
學務處李淑茹小姐獲頒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大學

校院組-學術性、學藝性指導老師優等獎。
 未樂系高雪芬同學榮獲「2019 總統教育獎」奮發向上獎助學金新台幣壹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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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中華民國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女子組公開組第一級第三名。
 108 學年度傳統弓術錦標賽公開組-挑戰賽女子組第二名資應所楊珮偲、公開
組-挑戰賽女子組第二名資應所楊珮偲、團體組第三名外文系顏傳弘、資應所
楊佩偲、文資系許家綺。
 辦理 108 學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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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衛福部補助辦理「109 年衛福部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作計畫」6 萬元，





辦理 7 場活動，共約 350 人次參加。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9 年大專校院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30,436
元。
獲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第十屆三好校園計畫」18 萬元。
獲教育部 109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推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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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社團幹部訓練至高雄佛光山辦理 4 天 3 夜課程，共計 122 人參加。
 學生社團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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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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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礁溪鄉地區運動會-小小天使運動會：獲礁溪鄉公所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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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原鄉行腳 返鄉 服務計畫獲得 教育部 學產基金工讀 服務計 畫補助
244,494 元。
109 年暑假教育優先區：獲教育部補助 1 案 15,000 元，全聯佩樺基金會補助
8,000 元，由甲上志工服務隊前往宜蘭四結國小從事服務。
社團服務學習總計 189 場帶動中小學、社區服務、弱勢學童課業輔導及淨灘

及淨山等環境教育活動，參與人次共 591 人次。
 109 年度菲你莫屬海-菲律賓海外志工計畫：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 1 案
122,000 元，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補助 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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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256 元，計畫經費總額共計 3,445,840 元。
 獲教育部補助「109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案」新台幣 39,000 元。
 獲勞動部補助「109 年佛光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計畫」新台幣 38,289
元。
 產媒系葉俊辰、文資系陳家讚參加台積電職場體驗計畫自 108 年 12 月 25 日
至 109 年 6 月 25 日止，每週工作 20 小時，薪資新台幣 23,100 元。產媒系吳
昌晉、社會系林琪霈參加台積電職場體驗計畫自 109 年 4 月 27 日至 109 年








12 月 25 日止，每週工作 20 小時，薪資新台幣 23,100 元。文資系陳家讚參
加台積電職場體驗計畫自 109 年 10 月 5 日，每週工作 20 小時，薪資新台幣
2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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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生命教育績優學校，並獲得教育部補助「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計畫案，
共 15 萬元，較往年多 5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辦理輔導工作」計畫，共 45,000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學務特色主題計畫」551,086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1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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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跆拳道一般女生組 46kg 級第五名傳播系
林晴雯、49kg 第二名文資系張芷菱、53kg 級第五名未樂系駱文翊同學。
「2020
第三十四屆聖約翰盃射箭邀請賽」，資應係楊珮偲、管理學系林子豪榮獲團
體組冠軍。

 獲教育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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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894 元。
 獲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 110 年度「第十一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相
關計畫申請獲補助 18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學務特色主題計畫」525,439 元。
 110 年寒假教育優先區：獲全聯佩樺基金會補助 5 仟元，由甲上志工服務隊
前往蘇澳馬賽國小從事服務。
 110 年籃球社、佛光大學孩童趣味發展社申請 110 年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
學社團發展計畫獲補助 35,000 元。
 110 年甲上志工服務隊暑期營隊獲中租愛心社團贊助 2 萬元。
 110 年礁溪鄉地區運動會-小小天使運動會：獲礁溪鄉公所補助 19,225 元及壯
圍鄉公所補助 1 萬元，由甲上志工服務隊於懷恩館辦理專屬礁溪地區的聯合

110

趣味競賽。
 110 年獲教育部補助「提升高教公共性：透過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原
住民學生成效」110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10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計畫案」
，相關計畫獲補
助 38,000 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17 萬元。
 110 年度申請「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 3 萬元。
 110 年教育部校園健康促進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 112,500 元。
 110 年度「健康上網，幸福學習」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19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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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6,700 元，計畫經費總額共計 3,583,000 元。
 台積電職場體驗計畫（學生每週工作 20 小時，每人每月薪資新台幣 23,800
元）
，共有以下同學參加：社會系林琪霈自 109 年 6 月 29 日至 110 年 6 月 28
日，並於同年 9 月 30 日續約。文資系陳家讚自 109 年 9 月 28 日起至 110 年
7 月 31 日。蔬食系曾郁芹自 110 年 4 月 26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18 日。產媒
系吳昌晉自 110 年 6 月 28 日起。資應系林建邑自 110 年 07 月 28 日起。助
38,000 元。

年度

總務處-重要活動與績效
 105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申報資料，於 106 年獲經濟部同意備查。
 申請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案」，獲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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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580 元。
 申請教育部 106 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
畫」，節能設備一般案，獲得補助 20 萬元。
 榮獲宜蘭縣政府推動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106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申報資料，於 107 年獲經濟部同意備查。
 獲選交通部「車聯網技術應用於機車安全改善之研究與場域試驗計畫」，交
通部於校園內裝設 17 支路側裝置（包含攝影機、雷達及 RFID 感測器等）並

免費發放 2400 個發報器。本校同學榮獲機車主動式發報器型式設計競賽「特
優」、「優等」以及「佳作」，獎金達 6 萬元。交通部舉辦「機車發報器領取







安裝、校園交通安全不空窗」抽獎活動，多項獎品共計 12 萬元。申請交通
部「機車安全改善之場域內學校協作」計畫，獲得補助 50 萬元。
與葛瑪蘭客運合作「校園免費延駛專車預約服務」計畫，葛瑪蘭客運台北礁溪線直達佛光大學，活動試行期間（3 個月），只要一人於 APP 預定班次
訂票，即發車服務。
「校園免費延駛專車預約服務-微電影徵選活動」
：首獎（獎
金 10 萬元）及貳獎（獎金 3 萬元）由佛光大學同學獲得。「DRTS APP 預約
購票成功搭乘抽獎活動」，多項獎品共計 11 萬元。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7 年度資源回收工作計畫」補助 3 萬元。
榮獲教育部 107 年「建構智慧低碳校園計畫」，獲補助 150 萬元。
榮獲教育部申請「107 年度補助永續校園推廣計畫」，獲補助 108,000 元。

 榮獲三聯科技公司於雲起樓警衛室捐贈地震儀設備裝設，以有效提升確保教
職員工生安全。
 榮獲經濟部能源局補助完成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並獲得證書。
 榮獲宜蘭縣政府推動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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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申報資料，於 108 年獲經濟部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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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於全球 719 所學校中獲得世界綠色大學排名第 203 名，現已完成 2019
年世界綠色大學線上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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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 108 年宜蘭縣大專院校資源回收評比第三名。
108 年度申請宜蘭縣政府校內空間空調汰換補助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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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申請「宜蘭縣機關學校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計畫」-改善德香樓節能
燈具汰換 LED 燈具獲補助 181,725 元。
 109 年度申請「教育部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獲補助 24 萬元。
 108 年於全球 780 所學校中獲得世界綠色大學排名第 188 名，另已完成 109
年世界綠色大學線上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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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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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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宜蘭縣政府推動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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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強化觀雲坪戶外露天講台設施、佛教學院自主學習角落、林美寮問學
亭、創科學院改建 3 間實作主題特色教室及自主學習互動教室，推廣書院學
習環境及不同學習空間。
 校內無障礙人行步道高低差改善 13 處，分為別海雲樓周邊人行步道 5 處、
雲慧樓周邊人行步道 4 處，以及雲水軒周邊人行步道 4 處。
 109 年度完成雲五館空調機房新增 1 台 208 T 日立節能中央變頻螺旋式冰水
主機替代老舊主機，以達除溼及節電功能。
 懷恩館國際會議廳 T8 40W 燈管汰換為 LED 20W 及 26W 崁燈共 310 支。
 本校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加強各項管控措施，致本年度用電量較
上年度下降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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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獲教育部同意本校申請「109 年度教育補助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設備計
畫」案，獲得 68 萬 5,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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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申請「教育部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獲補助 4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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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改造雲起樓 301 多功能研討廳、德香樓 104 多功能研討室、管理學院實
作主題特色教室、樂活學院自主學習角落、蔬食系廚藝教室實作安全效能改
造，增加學生自主學習展示空間，以促進室內空間多元化使用。
 校內無障礙人行步道高低差改善 17 處，分為別雲起樓外 1 處、雲來集外 4
處、雲五館外 3 處、懷恩館外 7 處，社會學體驗教室外 1 處及海雲樓外 1 處。
 110 年度完成雲五館空調系統改善計畫、雲起樓教室/研究生室/教師研究室空
調冷氣汰換、雲起樓及雲來集消防設備指示燈汰換、懷恩館 1 樓室內體育館
節能照明汰換、雲起樓中庭大燈汰換為 LED 燈具、香雲居及海淨樓廚藝教
室用電與課表系統連結等諸多節能事項，致本年度用電量較上年度減少
3.4%。

年度

研究發展處-重要活動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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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業績效：行政院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補
助計 6 個課程，培訓 75 人次。
106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學績效：碩士學分班共開設 44 個課程，學生總
計 496 人次。
106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終身學習績效：樂齡大學，上下學期學生計 75 人
次；推廣教育課程共開 6 個班次，學生計 126 人次。




106 學年度教師校內研究計畫補助：特色計畫補助 15 件。
106 學年度教師研究成果獎勵：期刊論文獎勵 32 件、教師期刊論文獎勵案






6 件、教師競賽成果獎勵案 3 件、執行校外計畫獎勵案 48 件。
106 學年度學生研究成果獎勵：15 件。
106 年度上半年獲校外計畫補助績效共 43 件。
106 年度上半年獲校外產學案 26 件。
106 年度佛大興學會館辦理 63 場活動住宿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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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業績效：行政院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補
助計 5 個課程，培訓 60 人次。
107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學績效：碩士學分班共開設 56 個課程，學生總
計 650 人次。
107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終身學習績效：樂齡大學，上下學期學生計 74 人
次；推廣教育課程共開 13 個班次，學生計 301 人次。
107 學年度教師校內研究計畫補助：特色計畫補助 14 件。
107 學年度教師研究、競賽與專利獎勵：期刊論文獎勵案 23 件、期刊論文
出版案 2 件、競賽成果獎勵案 3 件、執行校外計畫獎勵案 123 件。
107 學年度學生研究成果獎勵：7 件。
107 年度獲校外計畫補助績效，共 115 件，其中學術研究計畫 23 件、產學
合作計畫 29 件、其他補助計畫 69 件。
107 年度佛大興學會館辦理 57 場活動住宿相關事宜。



108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業績效：行政院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補
助計 5 個課程，培訓 62 人次；未樂系傳統整復推拿學士學分班開設 21 個
課程，培訓 496 人次。



108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學績效：碩士學分班共開設 38 個課程，學生總
計 336 人次。
108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終身學習績效：樂齡大學，上下學期學生計 77 人
次；推廣教育課程共開 8 個班次，學生計 172 人次。
108 學年度教師校內研究計畫補助：特色計畫補助 14 件。
108 學年度教師研究、競賽與專利獎勵：期刊論文獎勵案 18 件、期刊論文
出版案 1 件、競賽成果獎勵案 2 件、執行校外計畫獎勵案 75 件。
108 學年度學生研究成果獎勵：7 件。
108 年度獲校外計畫補助績效，共 130 件，其中學術研究計畫 25 件、產學
合作計畫 39 件、委訓計畫 1 件、其他補助計畫 6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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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中心配合廠商增加，包含 1.虎吧咖啡企業有限公司；2.開始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3.鈞享國際有限公司。
育成中心新增八項專利，依序為新型第 M587015 號、新型第 M580555 號、
新型第 M579937 號、新型第 M577293 號、新型第 M577292 號、新型第
M577291 號、新型第 M573846 號、新型第 M573737 號。
108 年度佛大興學會館辦理 48 場活動住宿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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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業績效：行政院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補
助計 7 個課程，培訓 86 人次；「新尖兵計畫」補助計 7 個課程，培訓 152
人；社工師學士學分班開設 8 個課程，培訓 119 人次；未樂系傳統整復推
拿學士學分班開設 7 個課程，培訓 175 人次。
109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學績效：碩士學分班共開設 52 個課程，學生總
計 568 人次。
109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終身學習績效：樂齡大學，上下學期學生計 74 人
次；推廣教育課程共開 4 個班次，學生計 93 人次。
109 學年度教師校內研究計畫補助：特色計畫補助 11 件。
109 學年度教師研究、競賽與專利獎勵：期刊論文獎勵案 18 件、專利成果
獎勵案 3 件、執行校外計畫獎勵案 86 件。
109 學年度學生研究成果獎勵：6 件。
109 年度獲校外計畫補助績效，共 117 件，其中學術研究計畫 33 件、產學
合作計畫 33 件、委訓計畫 2 件、其他補助計畫 49 件。
109 年度辦理 10 場教師研究增能活動，共計有 124 人次教師參與。
育成中心輔導廠商增加 10 家，包含臺灣名宿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南風澳文
史工作室、淇武蘭農耕社、陳家庄農園、探險家工作室、力凡烘焙坊、冬
瓜山文創有限公司、藍海樂活有限公司、鈞享國際有限公司、台湾足球雜
誌有限公司。
育成中心新增四項專利，依序為新型第 M586058 號、新型第 M586253 號、
新型第 M586266 號、新型第 M587472 號。
109 年度宜蘭縣高齡生活大學計畫，93 萬，辦理 24 梯次，約 72 個社區參
與；學員總計約 2,880 人。
109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執行計畫五之子計畫二，1,019,625 元，共執行 3
個行動方案。
「與青創業者有約」活動紀錄影片實施計畫案，9 萬，製作 10 支影片。
產學合作計畫案-影音課程拍攝計畫，20 萬，錄製 40 堂課。
109 年度佛大興學會館辦理 12 場活動住宿相關事宜。
110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業績效：行政院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補
助計 2 個課程，培訓 26 人次；社工師學士學分班開設 5 個課程，培訓 75
人次。
110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就學績效：碩士學分班共開設 19 個課程，學生總
計 234 人次。
110 學年度推廣教育中心終身學習績效：樂齡大學，上學期學生計 37 人次；
推廣教育課程共開 11 個班次，學生計 370 人次。
辦理 109 學年度內部稽核（11003 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流程檢核、教
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稽核與學校法人內部控制制度稽
核）。
110 學年度教師校內研究計畫補助：特色計畫補助 14 件。
110 學年度教師研究、競賽與專利獎勵及補助：期刊論文獎勵案 26 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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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執行計畫五之子「計畫二，975,104 元，共執行 3
個行動方案。
110 年度社區據點創新方案計畫案 1,500,000 元，計畫參與人次 1,035 人，




推動各單位進行校務議題研究並完成 25 份校務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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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獲校外計畫補助績效，共 103 件，其中學術研究計畫 30 件、產學
合作計畫 26 件、委訓計畫 7 件、其他補助計畫 40 件。
110 年度辦理 5 場教師研究增能活動，共計 65 人次教師參與。
110 年度辦理 2 場設計思考╳地方創生跨域計劃養成工作坊，共計 44 人次
教師參與。
育成中心輔導廠商增加 4 家，包含皂力手作坊、喜感生活、福大緣股份有
限公司、善慈國際有限公司。
育成中心新增二項專利，依序為新型第 M612253 號、新型第 M613788 號。
110 年度宜蘭縣高齡生活大學計畫，400 萬，辦理 56 梯次，約 180 個社區
及協會參與；學員總計約 5,650 人。

受益據點 102 個單位。
宜蘭縣頭城港口社區-據點創新方案計畫之規劃及計畫書撰寫。
推出自我品牌產品導向產學計畫，共計 6 個老師參與，並有 7 款以上產品
產出。
推出「佛大好物」四款蔬食醬、三好醬（與寛心園聯名）、三款健康麵。
辦理 110 學年度內部稽核（能源管理內部稽核、11010 期大學校院校務資料
庫填報流程檢核）。
辦理 1 場校務研究專題演講與 2 場校務研究交流討論。




年度

文出版費補助 1 件競賽成果獎勵案 2 件、執行校外計畫獎勵案 86 項。
110 學年度學生研究成果獎勵：10 件。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重要活動與績效
 106 年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華語中心機構評鑑，評鑑結果「通過」。
 107 年第 1 學期辦理教育部華語中心優化輔導計畫，獲得教育部 78,000 元補
助，總優化計畫執行經費為 13 萬元。
 107-1 學期出國交流學生人數：韓國交換生 10 位、美國交換生 15 位、大陸
交換生 39 位，共計 64 人次參與。
 107-2 學期出國交流學生人數：大陸交換生 34 位、美國交換生 19 位、韓國
交換生 4 位、參加大陸 22 位、韓國營隊 30 位；另有緬甸及南非志工服務 18
位，海外實習 14 位；共計 141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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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學期辦理 2019 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活動，有來自美、英、日、韓、泰、
印等 16 個國家地區、32 所大學、123 位校長及學者與會，規畫「佛教大學
營運危機與克服策略」
、
「如何培育具備佛教特質的學生品格與能力」
、
「佛教
的現代性、人間性與普遍性」等議題。本次開創學校簡介時段與簽定 MOU
（合作意向書）儀式，共創下 25 組學校配對成功、簽下合作意向書紀錄，

其中韓國威德大學與 8 所學校簽約，最受歡迎；台灣南華大學也與 8 所學校、
佛光大學與 3 所學校簽約締盟，成績斐然。
 108-1 學期出國交流學生人數：大陸交換生 36 位、美國交換生 15 位、韓國
交換生 2 位、大陸營隊 19 位、美國營隊 9 位；海外實習 9 位；共計 90 人次
參與。
 108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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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 學期出國交流學生人數：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大陸交換生原訂 33 位
學生錄取，因疫情暫停出國。韓國交換生 2 位持續至 108-2 學期。美國交換
生 15 位，因疫情關係，陸續於 109 年 3-4 月返台，雙學位學生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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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萬元。
 自 104 年至 108 年透過駐外單位遴選至華語文教學中心研習中文之臺華獎學
金受獎生，共有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生 116 名，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受獎
生 22 名，總計 138 名；另有富爾布萊特獎學金生，共計 33 名，平均每年通
過國家華語測驗（TOCFL）人數高達 90%。
 104-108 年華語班（非學分班）外籍生總培訓人數共計 1,04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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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學期本校境外生人數計 178 人（含僑生、外籍生、大陸學籍生）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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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生人數計 42 名，合計 220 人。
109-1 學期參加海聯會高等教育線上教育展，中亞聯大舉辦之越南線上教育
展以及中亞聯大舉辦之印尼線上教育展，積極拓展本校於境外招生之機會並
爭取曝光度。
109-1 學期出國交流學生人數：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大陸交換生原 9 位申
請，持續暫停。韓國交換生原訂 10 位申請，有 8 位延至 109-2 學期出國，剩
餘 2 位赴京畿大學交換。美國交換生共計 6 位，因疫情改為在台遠距教學。
109-1 學期辦理教育部華語中心優化輔導計畫，獲得教育部 506,000 補助，總
優化計畫執行經費為 84 萬 3,333 元。
本校積極推動國際化，持續拓展與境外學校簽訂姐妹校、備忘錄、雙聯學位

等合作協議，截至 109-1 學期，中國大陸姊妹校共 134 所、國際姊妹校共 93
所，總計 227 所。
 佛光大學與大陸各校已開辦各合作專班，含深圳大學國學專班、南京理工大
學紫金學院金融專班、南京理工大學紫金學院會計專班、廣東創新職業技術
學院烹飪專班、鄭州大學人文專班、西北師範大學心理學專班，其它專班正
積極規劃開辦中。
 為增強學生國際競爭力及拓展國際觀，本校積極推動學士班「佛光西來台美

雙學位」學習模式，學生在佛光大學修習 2 年課程後，再到美國西來大學修
習 2 年課程，可同時獲兩校頒發學士學位證書。本計畫，從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薦送第一批赴美留學生 5 位，自此之後，每學期平均皆有 5 位學
生左右至西來大學攻讀雙學位，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累積 55 位學生就讀，
目前已有 24 位畢業生，扣除放棄或被退學的人數 6 位，目前尚有 25 位學生
在西來大學攻讀，其中 2 位已超過補助年限，剩餘 23 位接受學分費的補助。
鑒於本校與西來大學合作關係融洽，本計畫實質幫助學生獲取美國大學留學
生活經驗及畢業證書，口碑好評如潮，對於本校不管是海內或海外招生，實
為一大亮點！正因為如此，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有 19 位同學申請本計畫赴
美攻讀雙學位，為本計畫開辦以來，最多人數申請的學期。而 108 學度第 2
學期申請者為 3 人，然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同時也遇上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109-1 學期共 2 位學生申請。截至 109-1 學期，共 27 位學生取得雙邊
畢業證書，攻讀總人數累積至 57 位學生。目前尚有 19 位學生正在攻讀，但
因疫情關係，已各自返回各自的母國遠距上課，包含陸生、港生及僑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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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教育部 109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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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學期辦理 110 年教育部推動華語數位教學課程開發計畫，獲得教育部
100 萬補助，總執行經費為 1,570,336 元，預計產出 24 部華語教材影片。
 110-1 學期本校境外生人數計 195 人（含僑生、外籍生、大陸學籍生、香港
境外專班）及華語生人數計 42 名，合計 2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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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影響，本校持續與各姊妹校維持友好交流，故截至 110-1 學期，中國
大陸姊妹校共 134 所、國際姊妹校共 93 所，總計 227 所。
 因應國外疫情仍然嚴峻，赴國外招生 110 年度全部改為線上招生，本校對於
赴外招生仍積極應對，並參加校外單位或主動自行舉辦境外學生赴台招生說
明會，爭取本校曝光度，110 年度參加場次如下：
1. 20210130 支援南向辦公室馬來西亞線上教育展
2. 20210203 支援南向辦公室緬甸線上教育展
3. 20210308 海聯會線上學群教育展
4. 20210313 台灣日本教育中心線上教育展
5. 20210327 2021 印尼臺灣教育中心線上教育展
6. 20210421 日本新聞社線上教育展
7. 20210609 馬來西亞線上招生說明會
8. 20210619 馬來西亞線上招生說明會
9. 20210927 印尼線上教育展
10. 20211108 香港葉紀南紀念中學線上升學講座
11. 202111 海聯會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
12. 202112 預計再辦理一場印尼線上招生說明會

 本校強打國際移動力之佛光西來台美雙學位累積至 110 年度共 43 位學生取
得雙邊學位，至 110-1 學期仍有 6 位學生正在攻讀雙學位，其中 1 位因擔心
疫情依照西來規範在台繼續進修雙學位。為本年度受疫情影響，對於學生出
國意願影響不可謂不大，加上美國的邊境疫苗政策亦影響入境學生量，但還
好臺灣學生施打之疫苗皆為美國可接受之疫苗種類。
 本校 110 年度在新任的傅昭銘副校長的引薦之下，邀請莫斯科市立大學中文
學系耿華教授來校訪問，本次訪問亦促成本校中文學系以及華語中心對對方
學校未來學術交流的契機，本校亦遞交學術合作備忘錄 MOU 與對方學校，
未來若簽定之後，可與莫斯科市立大學中文學系及對方想學習華語之學生互
相交流，相信在本校專業教學之下，更可捲起一股華語熱潮。
 申請教育部 110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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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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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圖書暨資訊處-重要活動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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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資訊安全制度認證。
辦理保護智慧產財權宣導活動，以提升學生智慧財產權觀念，計 70 人參加。
辦理 4 場「資訊安全與知識管理」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數位學習平台 TA、教師教育訓練。
辦理 1 場「主管資訊安全暨個資保護」宣導。

 辦理 1 場新版單位網站教育訓練。
 定期召開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報告資訊安全風險評鑑與資訊安全內部
稽核之結果，並完成資訊安全管理審查作業以及法規制定與修正。
 定期每季召開校務資訊整合推動委員會。
 定期每 2 周召開資訊整合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相關校務資訊整合議題。
 通識中心使用之通識涵養活動系統部份上線、操行成績管理系統上線、活動
報名系統簽到匯入功能擴充、新版課程大綱線上輸入系統、線上休退學申請
系統上線、國際處「港澳生及僑生」網路招生報名系統開發建置及上線、國
際處境外生與港澳生基本資料查詢系統、靠卡資料處理系統、新增系所端預
計畢業生維護程式、新增會計室及圖書館預計畢業生之相關欠書欠費維護程
式、大學部畢業流程線上簽核系統上線、新增國際處海外招生系統未完成報
名學生之資料查詢功能、配合第零學期修改教務相關系統、學生請假系統空
堂請假功能上線、大陸地區短期交流生入學申請系統、學務畢業方案調查系
統上線、學務傷病資料登錄、學務學生平安保險理賠申請登錄、場地預約管
理系統籃球場線上借用上線、校務研究-生源分析模組上線、校務研究-學生
入學分析模組上線、校務研究-學生續學率分析上線、教務處-教學意見調查
分析模組上線、總務處-各大樓宿舍上課人數模組上線、會計室-報部資料分

析模組上線、會計室-財務分析上線、總務處-用水用電分析模組上線。
 舉辦「新生使用圖書館及資訊與網路有獎徵答」，共計 237 生參加。
 12 月 4 日至 12 月 8 日舉辦圖書館週活動，活動分別為『圖書排排大作戰』、
『幸福許願樹』
、
『眺找市集』
、
『一葉書籤』
、
『「e 起來閱讀電子書，有獎徵答」
推廣活動』
、
『我的書桌小風景：超療癒迷你多肉 X 仙人掌組盆 DIY』
、
『桌遊
同樂會』等活動。
 眺找市集（二手書義賣），所得歸入雲水書車購書基金，推展閱讀風氣。
 共舉辦 14 次展覽及活動：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臺灣研究書展-行動展覽館寫真帖（106/6/7~106/6/28）。
 「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巡迴 4 個鄉鎮 11 個國小。
 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資訊安全制度認證。
 辦理保護智慧產財權宣導活動，以提升學生智慧財產權觀念。







辦理 4 場「資訊安全、個資保護與 ODF 應用」教育訓練。
辦理 1 場「主管資訊安全暨個資保護」宣導。
辦理 4 場數位學習平台 TA、教師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新版單位網站教育訓練。
辦理 1 場學術網站英文化教育訓練。
定期召開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報告資訊安全風險評鑑與資訊安全內部
稽核之結果，並完成資訊安全管理審查作業以及法規制定與修正。
 定期召開校務資訊整合推動委員會、資訊整合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相關校務資
訊整合議題。
 提供「學校網頁系統」學系教師網頁介接「教師專長資料」「教師開課計劃
表網址資料」、升級教務學務資料庫的主機及資料庫系統；校務研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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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分析 QSence 平臺上線及資料移轉及新建：教務多元分析系統、生源分
析系統、休退分析系統、學生入學分析系統、續學率分析系統、競合分析（與
他校比較）系統、107 年大學學測交叉查榜模組上線、統計處高中人數分析
模組上線、教學意見調查分析模組上線、在校生入學管道分析模組上線、學
生人數查詢模組上線；系統開發：學生請假系統改版上線、場地預約管理系
統學生社團黑名單功能上線、招生數據資料管理系統上線、境外生交流甄選
系統、微學分管理系統、畢業方案管理系統改版、規畫「研究生畢業離校系
統」及「學位考試線上申請系統」。
 更換自動化系統。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自學基地圓夢專區～圖書館教學創新基地計畫：
1. 創造空間（釋放圖書館一樓空間，免受圖書館閉館限制）：一樓視聽欣賞
小間及單雙人欣賞席遷移至二樓重建，原地改建置密集書庫，用以存放原
二樓過期裝訂期刊。
2. 改造空間：（1）二樓建置專題圖書區，配合校內外單位進行主題展示，促
進創新學習。（2）三樓北側原唐式閱讀區改建為研討室：玻璃隔間成 2 間
不同風格的研討室，搭配舒服的座位及大電視，提供學生討論學習及發想
的空間。

 舉辦「新生使用圖書館及資訊與網路有獎徵答」，共計 136 生參加。
 12 月 3 日至 12 月 7 日舉辦圖書館週活動，活動分別為『故事由你來寫』
、
『許
願樹』
、
『眺找市集』
、
『療癒系手作～自然派可愛乾燥花圈』
、
『食、農、有機
與生態』、『桌遊同樂會』等活動。
 共舉辦 18 場次展覽及活動。
 雲水書車巡迴 4 個鄉鎮 11 個國小 109 次，參加人數 4,214 人，共計 3,088 人
次借閱 10,279 冊圖書。
 舉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107 年度東部分區「圖書館推廣與行銷」
專題演講及會議。
 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資訊安全制度認證。
 辦理保護智慧財產權法令說明會與宣導講座，以提升學生智慧財產權觀念。
 辦理 2 場「資訊安全、個資保護與 ODF 應用」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數位學習平台 TA、教師教育訓練。
辦理 1 場「主管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宣導。
辦理 4 場行政網站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知識管理系統與 ODF 使用」教育訓練。
辦理 3 場「個人資料盤點」教育訓練。
辦理 3 場「個人資料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教育訓練。
定期召開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會議，報告資訊安全風險評鑑
與資訊安全內部稽核之結果，並完成資訊安全管理審查作業以及法規制定與
修正。
 定期召開校務資訊整合推動委員會、資訊整合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相關校務資
訊整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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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校務資訊系統委外開發內控流程、單一簽入儀表板、新生資料收集系
統、學位考試申請系統、系所微學分系統；校務研究分析新增：書院課程分
析模組、住宿學生分析模組、數位平台資料分析模組、圖書館借閱次數與成
績分析模組。
 獲得「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頒贈 107 年度「傑出貢獻獎」及「熱心
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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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自學基地圓夢專區～圖書館教學創新基地計畫：
1. 圖書館櫃台及自主學習區搬至二樓，將整個圖書館的服務改為從二樓開
始。原本的一樓空間完全釋放，重新規劃不受開閉館限制的各種創新空間，
讓整個空間重新活起來。
2. 四樓北側原唐式閱讀區改建為研討室：隔間成 2 間不同風格的研討室，搭
配舒服的座位及大電視，提供學生討論學習及發想的空間。
3. 二樓建置多功能展示櫃，可進行新書或主題展示或進行小組討論。
 舉辦「新生使用圖書館及資訊與網路有獎徵答」，共計 203 新生參加。

 12 月 2 日至 12 月 6 日舉辦圖書館週活動，活動內容：
『e 傳十』
、
『許願樹』、
『♀♂要這樣!? 電影&專題書展』、『綠化空間-苔球 DIY』、『一件不留!圖書





館週年慶感恩大回饋』等活動。
共舉辦 19 次展覽及活動：佛光大學攝影社「鏡下宜蘭」期初影展暨新生說
明會、產品與媒體設計系作品展覽、佛教週器具展覽等。
「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
巡迴 4 個鄉鎮 12 個國小 139 次，參加人數 5,669 人，借閱 11,719 冊圖書。
舉辦佛大一日體驗營活動，共 3 所小學，104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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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保護智慧財產權法令說明會與宣導講座，以提升學生智慧財產權觀念。
辦理 2 場「ODF 應用」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數位學習平台 TA、教師」教育訓練。
辦理 1 場「影音平台」教育訓練。
辦理 12 場「MS-Teams 視訊軟體」教育訓練。
辦理 1 場「主管 MS-Teams 視訊軟體與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個人資料管理文件宣導」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定期召開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會議，報告資訊安全風險評鑑
與資訊安全內部稽核之結果，並完成資訊安全管理審查作業以及法規制定與
修正。
 定期召開校務資訊整合推動委員會、資訊整合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相關校務資
訊整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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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總務處派車管理系統、碩士班線上離校流程、健康狀況管理系統、連續
2 次未點名課程授課教師提醒、全校報修系統、學生國際資料交流系統第一
期、點名資料整合管理系統、英文畢業證書套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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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自學基地圓夢專區計畫：
1. 於二樓建置大團體視聽室，形成完整的資訊多媒體服務專區，提供上網自
主學習、單、雙人視聽席、小團體視聽包廂到大團體視聽室等多元、豐富
的服務。
2. 圍棋對弈廳遷建一樓，使圍棋中心功能集中，方便於教學活動或舉辦比賽，
也免除受限於圖書館的開閉館時間。
 舉辦「新生使用圖書館及資訊與網路有獎徵答」，共計 111 新生參加。
 109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6 日舉辦圖書館週活動，活動內容包含：
『許願樹』
、
『眺找市集』、『綠化空間-苔球 DIY』、『AI 與人文的邂逅』、『不可錯過的 N
部最具代表性的 VR 短片』
『勇敢嗆英文』
、
『小雪有約~雪山隧道認識之旅』、
『認識東南亞特展』等活動。

 圖書館共舉辦 15 次展覽及活動：
1. 通識沙龍區：海報展覽（教務處學發中心）、產媒系校內畢業展（產媒系）、
語文中心成果展（語文中心）、語文中心成果展（語文中心）、產媒系期
末成果展（產媒系）、多元文化週、未樂系期末展演活動等。
2. 主題展覽區：2019 Openbook 好書獎、地質知識學習站相關主題展覽、森林
資源解說牌誌參與式設計成果展、「黃易」武俠小說展、新書展、東南亞
圖書特展。
 共舉辦 58 場資料庫推廣課程：共計 99 小時，436 人次參加。
 「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巡迴 4 個鄉鎮 15 個國小 145 次，參加人數 5,668
人，借閱 13,629 冊圖書。
 舉辦佛大一日體驗營活動，共 4 場，123 人參加。


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資訊安全制度認證。










辦理保護智慧財產權法令說明會與宣導講座，以提升學生智慧財產權觀念。
辦理 2 場「ODF 推廣暨單位網站維運」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數位學習平台 TA、教師」教育訓練。
辦理 1 場「新進人員資安曁個資宣導」教育訓練。
辦理 4 場「MS-Teams 視訊軟體」教育訓練。
辦理 1 場「主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辦理 2 場「暑期先修營」教育訓練。
定期召開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會議，報告資訊安全風險評
鑑與資訊安全內部稽核之結果，並完成資訊安全管理審查作業以及法規制
定與修正。
不定期召開資訊整合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相關校務資訊整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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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貴賓停車位申請系統、碩博士班論文考試系統、線上畢業申請及審核
系統、期中期末教學問卷系統、獨招考試作業系統、新版新生學籍輸入系
統、產媒系佛教系獨招成績處理系統 web 版、運動績優招生二階段成績處
理系統 web 版、教師發展暨評鑑系統、新版線上報修系統、教師授課鐘點
時數系統改版、導師系統整合式晤談輔導紀錄維護、教務系統新增輸入學
生延畢原因功能、新版教務處計算匯出校庫學 14 功能、校務研究分析新增：
學士班畢業就讀碩、博士班分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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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舉辦 36 場資料庫推廣課程：共計 63.5 小時，237 人次參加。
王雲五先生藏書整理規劃（第一年）總體書籍整理，由王雲五基金會主導，
圖書館協助執行。
110 年 12 月 06 日至 12 月 20 日舉辦圖書館週活動，活動內容：「許願樹」、
「眺找市場~二手書義賣」、「好片來欣賞」、「當我們同在 e 起」、「扭
轉學習資源 體感互動遊戲體驗」、「沉『浸』相『浴』~地熱與溫泉展」
等活動。



圖書館共舉辦 28 次展覽及活動：
1. 一樓場地（20 場）：產媒系期末作品聯展（產媒系）、管理系大學個人申
請面識（管理系）、許庭維個人展（產媒系）、佛教系畢展（佛教系）、
召開校友總會成立大會（秘書室）、水域安全宣導演講（通識教育委員會）、
東京奧運選手王冠閎蒞校演講（通識教育委員會）、社工實習成果發表會
暨暑期實習申請說明會（社會暨社工系）、東京奧運舉重選手陳玟卉蒞校
演講（通識教育委員會）、語文中心成果展（語文教育中心）、書院故鄉
味見面會（社會暨社工系）、創新教學暨教師社群成果發表會（教務處）、
應用經濟學系講座（應用經濟學系）、課外活動組年度聯會成果展（課外
活動組）、社會學院工作坊（社會學院）、110 年在地實踐成果展（秘書室）、
特色主題成果發表影展（攝影社）、教務處計畫 2 成果展（教務處）、大
數據微學分計畫成果展（傳播系）等。
2. 主題展覽區：「社團活動成果及三好四給展」、「2020 Openbook 好書獎」、
「學生跨領域學習成果展（未樂系）」、「以冰山模式系統思考（未樂系）」
「第 12 屆金漫獎」、「八相成道紙雕展（佛教系）」、新書展示。

3. 與舊視界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合辦「孢子囊電影院~二姨丈的 TATALA」演講。
 「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
：巡迴 4 個鄉鎮 17 個國小 89 次，參加人數 3,010，
借閱 7,434 冊圖書。

年度

招生事務處-重要活動與績效






趣，辦理高中講座 50 場/年。
參與高中端舉辦之大學博覽會，結合博覽會更進一步與高中學子進行互動
與說明，參與高中大學博覽會 15 場/年。
促進與高中學生更多互動與交流機會，強化對於本校之認知，參與高中學
生 500 人/年。
建立高中老師對於本校老師之專業熟悉感，搭起更多協助高中課程講座之
機會，參與高中教師 80 人/年。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6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150 萬元。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7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210 萬元。



辦理高中端學生學習體驗營，從山林境教認識佛光大學，傳遞本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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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

辦理高中端學生學習體驗營，從山林境教認識佛光大學，傳遞本校特色，
辦理高中體驗營 10 場/年。
辦理高中專業知識之學群講座，帶領高中學生認識不同領域，結合自我興




辦理高中體驗營 20 場/年。
辦理高中專業知識之學群講座，帶領高中學生認識不同領域，結合自我興
趣，辦理高中講座 60 場/年。
參與高中端舉辦之大學博覽會，結合博覽會更進一步與高中學子進行互動
與說明，參與高中大學博覽會 20 場/年。
促進與高中學生更多互動與交流機會，強化對於本校之認知，參與高中學
生 600 人/年。



建立高中老師對於本校老師之專業熟悉感，搭起更多協助高中課程講座之
機會，參與高中教師 80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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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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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祕書室-重要活動與績效


內控作業：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6 月間除例行因業務調整而做的內控文件修
訂外，並全面統一修正內控文件及流程圖格式，以期內控作業更臻完善，
並編制完成「佛光大學 105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手冊」。
 校外單位合作或國際活動規劃，增加學校與地方、機關團體互動及參與度。
1. 年度重大活動：宜蘭縣元旦迎曙光活動、佛光山國際書展暨蔬食展、佛光
盃國際大學籃球邀請賽、百萬人興學大悲懺祈福法會、佛光山國際青年生
命禪學營、全國巡迴文藝營活動、校內慶典如畢業典禮、校慶典禮及佛誕
節相關活動等。
2. 媒體規劃：在有限預算內爭取最大曝光，每學年度規劃廣告媒體，並規劃
議題刊登。
（1）平面報導：最佳大學專刊、最佳大學入學指南、考場報。
（2）電子平台：中央社、中時校園平台、1111 人力銀行大學網。
（3）廣播媒體：中廣聯播網、HITFM 宜蘭、台北聯播網、中廣新聞網專
訪。
（4）電子媒體：與宜蘭聯禾有線電視台合作，製作節目「幸福 4.0」，落
實在地合作。
3. 記者聯誼活動：

106

（1）安排兩場中央文教記者及宜蘭縣內記者聯訪及餐會。
（2）邀請記者實地參訪佛光大學，積極與媒體建立良好互動。
4. 其他合作：
（1）偶像劇、電影、廣告拍攝及取景等。
（2）擴大與宜蘭各社區和機關團體合作舉辦各項活動。
（3）接待各界參觀佛光大學校園，實地認識本校，增進與各界良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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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校各單位關鍵績效指標（KPI）：為提昇各單位績效，並檢核年度計
畫執行成效，自 107 年 7 月開始，透過主管工作坊、行政人員工作坊及教
師共識營凝聚全校共識。由各行政單位研擬年度工作績校指標，提經相關
會議議決後執行。再推行至教學單位，並融入深耕計畫相關指標，據以執
行。
年度重大活動：國際或國內大型活動-宜蘭縣元旦迎曙光活動、佛光山大學
校長論壇、佛光山國際書展暨蔬食展、大專盃籃球聯賽、百萬人興學大悲
懺祈福法會。
校內活動：畢業典禮、校慶典禮、金蜂獎相關活動等。
合作媒體/電子平台：中央社、中時校園平台、人間福報網路平台。
其他：新版網頁版面規劃與資料收集；新系統電子報上刊持續更新中；接

待各界參觀佛光大學校園，實地認識本校，增進與各界良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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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校各單位關鍵績效指標（KPI）：107 學年度及 108 學年度。
年度重大活動：國際或國內大型活動：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大專盃籃球
聯賽、百萬人興學大悲懺祈福法會等。
校內活動：20 周年校慶、畢業典禮、校慶典禮、金蜂獎相關活動等。
合作媒體/電子平台：中央社、人間福報網路平台。
其他：新系統電子報上刊持續更新；20 周年專刊編輯；公關品製作、行銷
影片；佛大通訊報發行；協助辦理校長與何副校長交辦事項。
訂定本校各單位關鍵績效指標（KPI）：全校各單位 108 學年 KPI 已執行完
成，並進行檢討改進，已擬訂 109 學年執行目標，待提會議研議後執行。
年度重大活動：國際或國內大型活動-中秋藝術季活動、百萬人興學大悲懺
祈福法會、金蜂獎相關活動等。
合作媒體/電子平台：中央社、人間福報網路平台、宜蘭新聞網網路平台。
其他：新系統電子報上刊持續更新中；20 周年專刊編輯；公關品製作、官
方網路 YOUTUBE 經營；掌握全校活動脈動；佛大通訊報發行；協助辦理
校長與何副校長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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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校各單位工作目標（即關鍵績效指標（KPI））：依 110 學年新上校
長就職演說，加上其擬訂之校務政策為準，各單位依據前述校訂目標制訂
110 行動方案，結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教師評鑑指標、教師共識營老師
建議，以及 109 工作目標持續案，參考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列舉「佛光大
學分析報告」制定 110 工作目標行動方案，已提送主管會報討論通過，將
依預定時程辦理。



年度重大活動：國際或國內大型活動-藝術季、2021 奧林匹克精神講座、金
蜂獎、校長交接、文學宴、高齡生活大學相關活動等。
合作媒體/電子平台：中央社、人間福報網路平台、人間衛視、1111 大學報、
宜蘭新聞網網路平台。
其他：佛大電子雙周報上刊更新；佛大英文官網更新；公關品製作、官方
網路 YOUTUBE 經營；掌握全校活動脈動；佛大通訊報發行；協助辦理何
校長與傅副校長交辦事項。
佛光大學校友總會於今年初發起成立，110 年 3 月 23 日獲內政部核准籌備
（台內團字第 1100015714 號函），於同年 9 月 10 日舉辦成立大會（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並順利選出林聰賢校友擔任校友總






會第 1 屆理事長。110 年 10 月獲內政部核准設立（台內團字第 1100049525
號）。

年度

人事室-重要活動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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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校長與教學主管講習、行政主管講習、全校職員講習以及新進人員餐
會，加強校務發展與個人職涯連結。
辦理多場教職員工教育訓練：公文寫作，提高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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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勞基法修訂一例一休等規範，修訂教職員請假系統流程。





學術單位同仁座談會 1 次、行政人員研習 1 次、主管研習 1 次、系所助理
研習會 2 次。
加強各系所之業務聯繫及合作，辦理學術單位同仁座談會。
辦理主管工作坊、行政人員工作坊、系所助理研習會，藉由教育訓練以增
加行政人員職能，提升行政效率，逐步達成學習型組織之目標。
成立勞資會議，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並防範各類問題於未然，
讓適用勞基法職員有參與學校管理之管道。
協助訂定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規範及計畫。





辦理行政人員共識營、教學單位同仁座談會提升校務運作、凝聚內部共識。
辦理增額提撥說明會讓同仁能輕鬆了解自主投資增額提撥及平台操作。
辦理教職員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新進人員公文系統訓練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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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行政效能，保障本校職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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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行政人員共識營提升校務運作、凝聚內部共識。



辦理多場教職員教育訓練：系所院秘書知能研習、處理爭議事件實務、新
進人員教育訓練等，提升行政效能。
辦理各棟人事業務駐點諮詢服務，宣導新教師法、升等、保險、退休等業
務，提供教職員更便利的服務。
為執行職場健康風險危害保護及維持職場工作同仁良好健康狀態，本校特
約職業醫學科專科醫生及護理人員到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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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6

107

因應 COVID-19 疫情，辦理行政人員分流辦公相關事宜、每週足跡調查、
健康情況調查及疫苗施打情形統計，及輪流於校門口定點及校車隨車量測
體溫事宜。
職安署及東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來校訪視，除給本校多項建議，訪視後並
對本校多所肯定，其中如設置 17 名急救人員並留有合格證書、提供每位同
仁健康檢查且健檢項目優於法規、設置光線充足、通風良好優質哺乳室、
針對母性健康保護計畫人員確實了解危害因子進行改善措施等。
為執行職場健康風險危害保護及維持職場工作同仁良好健康狀態，辦理教
職同仁健康檢查、健檢報告綜合解說、及特約職業醫學科專科醫生及護理
人員健檢追蹤。

會計室-重要活動與績效


校園 E 化系統開發：105 學年增加校園 E 化整合系統，包含獎助學金系統
等。



校園 E 化系統開發：106 學年增加校園 E 化整合系統，包含工讀金系統及
各式報表等。
學雜費系統開發：106 學年度起，當學生於住宿系統換房型後，即連接到會
計室的學雜費系統，可直接增減差額，以利學務處通知學生補退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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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E 化系統開發：107 學年增加校園 E 化整合系統，包含獎助學金簽核
系統等。



學雜費系統開發：107 學年度起，當學生使用就學就貸繳納住宿費時，可連
接學務處住宿系統，確認住宿未繳金額，以利學務處通知學生補繳。



核銷新制：
1.整合各項經費支給標準，依據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規，合併一個新法「佛光
大學各項經費支給準則」。
2.配合節能減碳愛地球政策，自 109 學年起核銷時不必再檢附工作月誌、所得
清冊及請採購附件等，相關文件存於校園Ｅ化整合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