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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綜觀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發展，始終不斷地進行自我挑戰、提

升競爭力。過去十年於邁向頂尖大學及其他競爭型計畫挹注下，推升教學卓越

及研究頂尖。「環境與能源」、「複雜系統與電漿科學」、「光學與光電科技」及

「資訊應用」四大重點領域，屢有卓越成果，國際合作鏈結極為緊密；在人社

及生醫等特色領域，亦表現優異，嶄露光芒。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國高等教

育環境日趨嚴峻，除持續強化人才培育及學術卓越發展外，健全財務運作及管

理，亦是追求永續發展之關鍵。 

為維持校務基金財務穩健，本校除積極爭取各種計畫外，亦強化開源節流

作法及引進多元財務資源。另外，為應預算編列之合理性及前瞻性，本校以

「105-109 年校務發展計畫書」為基礎，依年度工作重點分配經費，期在有限

資源下，落實「學生為本，博雅專精」、「尖端研究，創新卓越」、「接軌國際，

永續提升」三大主軸之策略作法，由教學與學習、研究與產學、國際化、校務

行政與永續校園，及社會服務等面向，強化重點工作推展。 

一. 校務基本概況說明 

本校於 1962 年在台復校，為國內少數走過一世紀之高等教育學府，長期

累積學術能量，奠定本校優勢並形成特色，亦係全台最早提出「永續發展」作

為教學和發展總目標的學校。另外，工程、電腦科學、物理、化學等領域亦表

現卓越，蓄積豐碩能量，積極參與許多大型國際計畫，具相當影響力。 

近年在人文領域發展上亦不遺餘力，儒學研究及崑曲推動有成，皆為國家

珍貴文化資產；科教中心科普教育推廣、客家書院及社企中心發展，能與地方

鏈結，踐行社會責任並強化大學公共性。本校在全體教職員生共同努力下，已

奠定卓越堅實的基礎，並自我定位為一所「理工與人文並重，教學與研究兼顧

之卓越大學」。 

本校係桃園地區唯一的國立大學，佔地達 62 公頃。鄰近台灣桃園國際機

場航空城，距高鐵桃園站約 15 分鐘車程，抵台北亦僅需 40 分鐘，交通便捷。

目前設有文、理、工、地球科學、資電、管理、客家及生醫理工等八學院；全

校計有 23 個學系(含 1 個學院學士班)、20 個獨立研究所、6 個碩士學位學程

及 4 個博士學位學程。學生總數計約 12,000 人，大學生與碩博生比例約 1：

1。全職教研人員 775 人，職員 364 人，為一所中型綜合性大學。本校校務基

本資料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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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本資料表 

學校 

沿革 

  

基本 

資料 

(統計時間

106年10月) 

校地面積：62 公頃 

學生人數：11,924 人 

教研人員：775 人(106.10 在職人數) 

(專任/案教研人員 673 人、科技部延攬研究人才 102 人） 

職員人數：364 人(106.10 在職人數) 

(含編制內人員、契僱人員、諮商老師、宿舍管理員及衛星接收站
人員) 

教學/學術單位：1 總教學中心，8 學院，23 個系(含 1 學院學士
班)，20 個獨立所，6 個碩士學程，4 個博士學程 

行政單位：5 處、3 室、2 中心、1 館、3 常設性任務編組(稽核
室、校務研究辦公室、社會責任辦公室) 

校屬研究中心：8 個 

聯合研究中心：1 個 

附屬單位：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校訓 誠樸 

自我 

定位 
理工與人文並重，教學與研究兼顧之卓越大學 

願景 深具人文關懷的世界一流大學 

辦學 

使命 

「兼顧博雅專精」、「培養領導人才」、「引領知識創新」、 

「追求學術卓越」、「永續社會發展」、「增進人類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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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願景及使命 

知識創新及科技突破，伴隨而來是社會複雜、價值多元；科技發展如何與環

境共存，則成為休戚與共之議題。大學教育重在培育人才、知識創新與增進人

類福祉，而人文底蘊則是所有發展之基礎，亦是永續元素。為回應各種發展變化，

本校透過多元討論，逐步型塑以「深具人文關懷的世界一流大學」為發展願景，

並自我期許擔負永續之世代使命，鏈結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間之平衡，

達成互利共生及共存共榮，落實整體性永續發展。 

大學肩負有人才培育及知識創新之傳統任務，本校除延續既有卓越教學及

尖端研究優勢外，另透過自我特色形塑、合宜治理模式、有效資源配置及健全

管考機制，確保校務品質。因應時代發展變遷，近年更積極於大學公共性營造、

鏈結區域發展及教學翻轉創新等，且均有顯著成果。為明確任務目標導向，本

校標舉「兼顧博雅專精」、「培養領導人才」、「引領知識創新」、「追求學術卓越」、

「永續社會發展」、「增進人類福祉」六大辦學使命，引領校務發展。 

三. SWOT 分析 

本校於既有優良之學術發展下，盱衡內、外環境及情勢之變化，了解自我優

勢及劣勢，並洞悉外部發展之機會與威脅，擬定辦學目標，擘劃校務發展計畫，

著力於可掌握的事項及資源，發展化危機為轉機的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以作

為未來發展重要藍圖。本校 SWOT 分析表如下所示。 

優勢 劣勢 

 地球科學、工程、電腦科學、物理、化
學、材料科學及一般社會科學及臨床醫
療等領域進入ESI高被引用論文 

 透過邁頂計畫在「環境與能源」、「複雜
系統與電漿科學」、「光學與光電科技」
及「資訊應用」領域建立豐沛研究能量
與卓越成果 

 人文發展以儒學、明清、客家文化及崑曲研
究為主，深具特色 

 專業領域跨國合作研究程度高 

 教授平均研究成果卓越，獲獎比例高  

 重視博雅專精、全人教育及學生軟實力 

 師生住校比率高，教學輔導互動頻繁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提供師生共享四校
資源 

 網路課程豐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 

 知名度與實際學術成就有所落差，
在招生上較台、成、清、交等校相
對劣勢  

 教研單位整合不易，造成組織
重疊及資源運用稀釋  

 本地博士生數目下降，不利未
來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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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威脅 

 因環境變遷，綠能及災防需求遽增，學校
長期投入環境與能源研究，具發展契機 

 因應醫療成本增加與社會高齡化的趨
勢，未來醫療照護應以預防醫學為重
心，為本校生醫發展之契機 

 人工智慧快速發展並帶動產業變革，本
校結合多項應用領域及電腦科學優勢，
深具發展利基 

 桃園市工業產值居全國之冠，本校是區
域唯一綜合型國立大學，具在地利基 

 ｢亞洲˙矽谷」以桃園青埔為創新研發基
地，本校具專業發展及地利優勢 

 桃園市具備多元族群文化之背景與資
源，有利於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強
化社會參與及在地連結 

 政府資源持續被稀釋，可挹注
之高教資源日益緊縮 

 同儕學校競相爭取優秀教研人
員，造成人才流失的威脅  

 高等教育國際化競爭，國外名
校積極跨海來台招募一流學生  

 國內少子化效應浮現，未來生
源日益減少，衝擊發展 

 數位科技發展迅速，影響產業型
態、勞動結構及人才培育模式 

四. 校務發展計畫架構及內涵 

本校秉持人文關懷之核心價值，建構以學生為主體之優質學習環境，以學

生為本，並鏈結區域、接軌國際。是以，此階段校務發展計畫聚焦於「學生為

本，博雅專精」、「尖端研究，創新卓越」、「接軌國際，永續提升」三大主軸，

相應發展 15 項策略，從培育人才出發，驅動價值創新及知識創新，回饋社會

重大議題，以發展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本校 105-109 校務發

展計畫架構圖如下圖，各主軸內涵及推動重點如下： 

(一)學生為本、博雅專精：本  

階段校務發展於人才培

育之規劃，翻轉過去以教

師為主體，以逐步建構學

生為本之學習環境與體

制為首要目標；突破過去

單一領域專才之培育模

式，以問題導向學習，強

化博雅教育及跨領域能

力養成；發展多元招生及

輔導系統，扶助弱勢，促進向上流動；強化創新教學及軟硬體環境，培育

具多元專業能力及為社會所需之人才。 



5 

(二)尖端研究、創新卓越：本校長期於政府重點計畫扮演關鍵角色，過去十年

邁向頂尖大學經費挹注下，學術成果由國內拓展至全球，跨國合作頻繁。

為維持、延續學術能量與成果，除強化學術傳承及積極延攬全球人才外，

亦透過產學合作之深化，將科研成果鏈結產業，達成產學雙贏。此外，推

動跨域整合，融入社會議題，以尋求突破並開創新局，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三)接軌國際、永續提昇：有鑑政府財政拮据、排擠高教經費之現況，及高等

教育全球化所衍生之人才競爭流動之威脅，本校除持續強化基礎建設，提

供優質友善之國際化校園外，亦縝密規劃、思考組織運作之最佳模式，逐

步完善校務資訊平台，透過校務資訊蒐集及分析，回饋校務決策運用。在

財務方面，強化募款機制，建構符合本校治理之財務規劃模式，強化校務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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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績效目標 

本校秉持人文關懷之核心價值，以學生為本並關注社會發展，在配合國

家政策推動及校務發展需求之原則下，聚焦「學生為本，博雅專精」、「尖端

研究，創新卓越」及「接軌國際，永續提升」三大發展主軸，透過教學創

新、多元培育、跨域整合、產業鏈結、優秀人才延攬及培育、國際接軌、校

務管理及社會實踐等作法，由自身出發，驅動價值創新及知識創新，回饋社

會重大議題，提出解決方案，以達成本校「兼顧博雅專精」、「培養領導人

才」、「引領知識創新」、「追求學術卓越」、「永續社會發展」、「增進人類福

祉」之辦學使命。 

一、 學生為本，博雅專精 

(一) 健全學習網絡，強化多元學習 

完善 LMS 系統，推動教務資訊研究；結合線上與實體課程，引領學生學

習熱情；發展學生多元培育模式，建立社會參與及跨域學習課程與友善環

境，回應學術與產業發展需求；開創就學補助方案，增進弱勢學生就學機

會；完善住宿環境及活動空間，營造優質文化。 

(二) 強化公民素養，提昇人文關懷 

深耕共同科與通識教育之活動、課程與教學；深化服務學習，強化軟實

力養成；規劃社會實踐議題，藉由創新教學模式、精緻化服務學習、多

元課程設計，擴散大學能量。 

(三) 培養軟實力，養成自主學習 

提升以語言文字為主之理解與表達能力；結合資源辦理學習活動，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力；強化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換，提升國際視野及全球移動力；

輔導學生自治團體，擴大社團發展交流。 

(四) 精進跨域學習，拓展多元視野 

推動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整合基礎及應用；規劃整合跨領域學程，

培養學生多元能力；強化英語授課，提昇學生國際競爭力；輔導跨領域之

職涯發展，強化未來就業力。 

(五) 建構教師成長機制，提昇教學效能 

推動教學創新，開發演示性教材，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健全多元輔導機制，

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建構多元教師獎勵及成長機制，提升教學效能；強化多

元導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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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尖端研究，創新卓越 

(一) 培植尖端團隊，發展優勢領域 

健全研發資料庫系統，發展優勢領域；健全重要計畫爭取與管理機制，強

化尖端團隊；參與國際研發合作，強化潛力團隊之國際競爭力及能見度。 

(二) 推動研用合一，強化產業鏈結 

探勘前瞻技術，媒合實務應用；創新創業諮詢及輔導，鼓勵師生以研發成

果創業；成立產學合作中心，強化產業鏈結；建置 NCU Maker Lab，鼓勵

師生創新研發。 

(三) 延攬傑出人才，培育年輕學者 

推動多元國內外優秀人才延攬及留任機制；建立薪傳學者制度，實施年

輕學者養成計畫，延續優勢團隊。 

(四) 關注新興議題，推動跨域整合 

蒐集重要潛力議題，分析政府計畫特色，掌握研究發展先機；推動議題

導向跨域整合，運用研發成果，進行破壞性創新。 

(五) 融合人文科技，正向社會影響 

建立人文科技跨域整合機制；推動議題導向整合研究，激發潛在能量；

導入社會實踐，結合產學營運中心，加強區域鏈結，建構在地創新創業

有利環境，帶動師生提升公民素養、落實人文關懷。 

三、 接軌國際，永續提昇 

(一) 強化國際化環境，增加跨國跨校交流機會 

健全英語服務窗口，友善國際化環境；深耕東南亞大學校院，拓展生

源；推動多元國際學習，提升教職員生國際視野。 

(二) 提升知名度，加強校友服務與募款 

強化新聞資訊整合，促進有效傳播；拓展校友服務廣度，提昇服務品質；

結合校內資源，推動各種項募款計畫。 

(三) 強化校務資訊系統，完善圖書資源 

強化校務資訊系統；因應校內各處室推動校務行政 E 化，將以嚴謹的軟

體開發程序，透過團隊合作模式，提升行政服務效率與品質之系統開發

需求，建置安全、符合實際需求的校務資訊系統為最終目標。另隨著數

位化時代的來臨，擴充電子書館藏、發展各項圖書數位服務及相關系統

升級。 

(四) 落實友善校園，建構優質與安全之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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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無障礙環境設施，建構健康校園生活與飲食環境；維護校園安全與

安寧，營造優質校園環境；促進校地合理使用，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五) 順應社會需求，精進校務管理 

發展校務專業管理機制，永續校務發展；辦理員額評鑑，健全人力配

置；培育優質人力，蓄發學習動能；加強開拓財源，提升財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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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年度工作重點 

本校為達成前揭三大主軸之教育績效目標，在 105-109 年校務發展計畫

引導下，就「教學與學習」、「研究與產學」、「國際化」、「校務行政與永續校

園」及「社會服務及其他」等運作層面，規劃 107 年度工作重點，達成本校

所訂教育績效目標。 

一. 教學與學習 

(一) 發展學生多元招生及培育模式 

1. 協助弱勢學生入學，提供向上流動機會 

(1) 推動「向日葵計畫」，優先錄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等

經濟弱勢學生，入學後提供 4 年獎學金，扶助就學。未參與此計畫之學

系，於個人申請管道亦至少提供 1 個名額優先錄取弱勢學生。 

(2) 於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管道，各學系組均至少提供 1 名原住民外加名額，

並與招生專責辦公室合作，研究適當的審查機制，優先考量弱勢學生及原

住民生，強化弱勢學生向上流動。 

(3) 試辦特殊選才入學，除招收具有卓越潛能或特殊領域表現之學生外，並優

先招收境外臺生或新住民及其子女，增加不同教育資歷學生多元入學的機

會。 

(4) 對低收入戶學生及原住民學生，提供考試報名費全免優惠。對中低收入戶

學生及特殊境遇家庭學生減免提高至 60%。 

2. 學用合一，培育產業所需高階人才：持續申請教育部「產學合作培育研發

菁英計畫」，透過博士班培育分流，招收優秀且具潛力學生。 

3. 大學招生專業化：申辦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強化現有招

生組功能，組成招生專業團隊，推動個人申請審查機制優化、培訓審查人

員，持續建構招生及學生學習資料庫，透過數據分析擬定招生策略、提供

數據輔助學系辦理學生個人申請審查。 

(二) 擴大推動大學部跨領域第二專長：本校 105 學年度起實施「第二專長制」，

已有 8 學院 19 學系提出 27 類第二專長課程；於此基礎下，擴大推動由各

教學單位設計以市場為導向之系列課程，鼓勵學生得依個人學涯規劃自訂

跨領域學習計畫，修習不同領域科目學分，在大學四年間習得主系之外的

第二專長。符合者將於畢業證書、成績單等文件加註第二專長，期以強化

多元學習，增加學生職場競爭力，擴展就業或進修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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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務資訊化 

1. 數位學習系統新舊系統轉換，上線並推動新系統 ee-class 數位學習系統。 

2. 新建學籍成績相關系統暨功能擴增：增設「新生學分抵免申請系統」，擴增

學籍暨成績管理功能(學位授予管理作業、證明文件製發作業等)。 

(四) NCUx 中大磨課師 

1. 發展中大特色課程：以基礎核心及共同課程為基礎，規劃特色課程並推動

「課程模組」計畫，請教師依需求製作 5-15 分鐘之主題影片及例題作業，

強化學生理解及師生互動。 

2. 強化教材製作能力：以提升軟實力為主軸，在教師端結合跨系所的老師社

群，提供相對應的應用型態與軟硬體資源。在團隊端導入專業製作講師，

加強前製作業到後製輸出之訓練；鼓勵學生團隊參與影音創作，提升製作

能力。 

3. 強化「idea NCU 中大創意園區」營運：擴大單位合作層次，107 年將結合

語言中心及出版中心資源，激盪多元發展之可能。另，推動「idea NCU 創

意園區第二期改造工程」，除延續第一期建造經驗與自己空間自己造的精

神，規劃將朝建構跨域創新、自主學習及國際交流等創意創業基地為主。 

(五) 提昇英語授課課程數：新聘專任(案)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之教師，每學年

須開設至少 2 小時之全英語授課課程。 

(六) 辦理教師成長研習與社群，提供教學精進資源，鼓勵老師投入教學 

1. 新進教師研習：安排各行政單位進行業務簡介；邀請專業教師傳授教學知

能與技巧；針對新進教師所面臨之問題，規劃多元化研習活動，包括養生

紓壓、演講溝通技巧及教師升等。 

2. 辦理教師教學研習：含教學分享、實務教學觀摩及師生互動等研習，亦依

各院不同專業領域之教學技巧，及配合教務重點政策，辦理教學專業研習

活動：如大班教學、英語授課及點名方式等。 

3. 新進及創新教學補助：開放全校教師及新進教師進行創新教學及新進教師

教學補助申請，期末辦理成果報告或不定期進行經驗分享。 

4. 教師傳習：邀請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成為傳授者(mentor)，帶領學習

者(mentee)進行教學經驗與人生智慧傳承，由二者共同提出傳習計畫，於

期末提出成果報告及經驗分享。鼓勵傳習與接受傳習之教師共同開課，以

實地教學場域，進行教學傳承與交流。 

(七) 鼓勵學生社團跨域學習，透過課外活動建立自信及團隊合作觀念，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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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視野以厚植自我實力；定期辦理幹部研習訓練活動，促成跨領域合作

機會，凝聚向心力。 

(八) 加強各種災害及防救訓練，持續校外賃居訪視及定期會議，強化一氧化

碳與瓦斯使用安全認知；定期辦理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活動，遠離毒品危害

等推動友善校園活動。 

(九) 精進服務學習課程 

1. 規劃第一學期服務學習課程，建立學生適性服務觀，能自我了解與肯定；

辦理服務學習論壇，凝聚共識共創本校服務學習與社會實踐願景。 

2. 協助各系安排第二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結合教師專業領域進行課程開設，

專題探討社會議題或社區發展政策(如：再生能源永續環境、藻礁埤塘風

力發電、復興區防災緊急應變、活化老街溪藝文活動)，鼓勵學生創意思

考，從問題解決的過程「做中而學」。 

3. 彈性開放服務學習開課制度、學分規定：從法規制度面開放學生跨系選修

服務學習課程；開設專業融入服務學習之必修、選修或通識課程；彈性開

放全校第二學期服務學習課程學分抵免；有利師生以服務學習課程鏈結社

會參與，發覺在地問題，並協助解決問題。 

4. 強化服務學習開課老師專業知能及跨域連結：經營大專教師服務學習專業

成長社群、舉辦實體工作坊、運用網路交流社群平台(facebook社群)，累

積服務學習教學能量，促進課程研發與跨領域教師合作，進行服務學習教

育推廣。 

5. 發展線上服務學習微型課程：蒐集及編製「基礎志工訓練」、「特殊志工訓

練」或「反思教學與引導」等服務學習相關線上教學素材及影片；規劃影

片徵稿創意競賽，鼓勵學生激發創意，並將優秀作品公開發表為課程教

材。 

(十) 發展職涯核心能力地圖及階段式系列課程，逐步培養學生關鍵就業能

力；推動專案校外實習、海外企業實習等多元化實習活動，開拓學生國際

職場視野與海外職場探索機會。 

(十一) 建構健康安全校園，持續推動校園急救安全教育、辦理多元化健康促

進活動，為校園餐飲衛生把關並落實健康飲食文化。 

(十二) 發展院系所導師工作委員會輔導功能、推廣導師輔導資源及辦理全校

新生心理適應座談，並依學生輔導法開始推動轉銜輔導。 

(十三) 秉持「永續經營、長期關懷」理念，強化弱勢學生校園適應、職涯輔



12 

導、課業輔導等機制，除法定應提撥助學款項外，每年均另編列弱勢

助學款項，並依弱勢學生成長比例逐年增加。 

二. 研究與產學 

(一) 完備計畫管理系統、健全研發資料庫：全系統分三階段開發，預計於 108

年底完成，重點進程如下： 

1. 第一階段：含計畫管理之接案及立案管理、合約預審、預警管理、經費管

理、結案管理等。 

2. 第二階段：教師研發成果資料、彈性薪資獎勵資料庫建置等，運用人力盤

點等分析，供作校、院、系多元攬(留)才之決策參考。 

3. 第三階段：智慧整合分析功能，包含：攬才留才參考之人力盤點分析、整

合跨領域研究尖端團隊需求之研發能量分析、國際產業資訊媒合所需之國

際化程度分析等。善用研究能量分析、供作校務經營決策參考 

(二) 深化攬才、留才及育才策略 

1. 提供教研資源與行政支持，協助新進教師，改善教研人員子女本地就學環

境、提高住宿租金補助及改善雙語化環境等措施，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2. 持續推動教師彈性薪資及獎勵制度，留任優秀教研人員及延攬國際研究團

隊與優秀人才至本校任職。持續爭取外部資源挹注，豐厚攬才資源，搭配

校務基金靈活運用，及行政支援系統營造良好發展環境，以為留才延攬之

利器。 

3. 結合研發資料庫優化，推動研究人力配置盤點制度，定期提供校方攬/留

才參考。 

4. 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事務，與國際學術機構合作聯盟建立關係，發展姊

妹校實質合作，實施人員互訪、辦理技術援外及國際培訓活動。 

5. 強化薪傳制度，由優勢領域資深傑出教師帶領年輕教師，參與研究計畫、

共同發表論文及國際大型研究中心計畫，有效培植年輕學者。 

(三) 推動跨域整合、培植尖端團隊 

1. 健全研發系統，有效進行產學及研究能量暨人力分析，以為整合跨領域

尖端團隊之參考。 

2. 善用新興議題及潛力觀測站，彙整具發展性潛力議題。 

3. 鼓勵並補助各學院辦理跨院、跨領域交流活動，創造不同領域教研人員

交流機會，交換研究心得、拓展研究人脈進而促成跨領域合作團隊。 

4. 運用在地優勢，鏈結桃園市政府優先發展產業：整合校內相關資源，參



13 

與物聯網(智慧醫療等)、綠能科技、防災科技(智慧建築等)等產業合作，

發展良性互動關係。 

5. 連結國家政策，積極爭取重點研究計畫：配合國家創新產業、前瞻建

設、長照及其他重要的政策，媒合跨領域團隊，共同執行政府計畫。 

6. 推動本校優勢領域加入國際產學聯盟，如智慧健康照護與疾病預防國際產

學、AI+機器人國際產學聯盟等，以擴大本校與國際間的產學合作，培育

具國際競爭力團隊。 

(四) 整合創業服務資源，成立「產學營運中心」 

1. 推動成立產學營運中心，整合校內的產學資源及能量，從技術研發、技術

探勘、媒合推廣、技術移轉、產學合作到新創育成，提供一條龍服務，發

揮 Hub 角色。透過大型專案計畫、技轉育成收入及媒合輔導績效分配，整

合校園創業種子基金及中大校友創投公司，共同推動創業加速器平台，培

育新創人才、技術、產品及產業，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 

2. 以創新扎根的培訓課程出發，銜接萌芽探勘校內具潛能、原創性與前瞻性

技術，藉由政府資源串連合作，搭配產業界業師輔導，強化引導學術能量

衍生新創公司及技術成果商業化的一條龍服務模式。 

(五) 擴大研發成果推廣與行銷 

1. 研發成果定期盤點、行銷與媒合推廣：於專利商品網及其它公告網站，定

期公告及介紹亮點成果，強化產業搜尋媒合功能並持續資料維護與更新。

與產業公協會合作，參與重要的國際性大型展覽、技術發表及媒合活動。

定期舉辦研發成果發表會，邀請業界廠商觀摩交流，強化學術研究及區域

產業鏈結，促進專利技術推廣與媒合。 

2. 提升專利品質與技轉可能：舉辦教育訓練或專題演講，介紹專利申請時的

撰寫重點，並針對校內特色研發領域，介紹關鍵專利及大廠佈局。添購專

利檢索分析系統，引入專家檢索作業情境，協助探索技術價值。評估專利

之應用領域與市場價值，蒐集與整理潛在技術需求之特定買家，由研發團

隊主動拜訪推廣，加速媒合機會。 

(六) 爭取「國際產學聯盟」計畫 

1. 以「智慧健康照護與疾病預防」作為國際產學聯盟計畫申請領域，並整合

本校生醫理工學院及資電院電機系、資工系、理學院光電系、工學院機械

系、管理學院等與生醫工程相關之研究能量，成立此國際產學聯盟。 

2. 透過此一平台將生物材料、細胞驗證、電性安規、生醫晶片及 3D 列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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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實驗室，串接醫材上、中、下游產業供應鏈，一次解決技術、驗證、

法規、臨床的關卡，並與國際市場接軌，建立永續自主營運之機制。 

(七) 成立「校友天使投資平台」：結合校友總會能量，協助引進校園創業基

金、政府各部會資源及創投資源，成立校友天使投資平台，協助師生創

業。 

三. 國際化 

(一) 提升本籍學生全球移動力之能力 

1. 持續辦理「本籍生國際移動力訓練方案」，在地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能

力，為參與海外研修計畫提早準備。 

2. 辦理本籍生出國交換、攻讀雙聯學位、研修、實習及參與寒暑期營隊之

說明會，邀請海外駐臺機構及姊妹校蒞校宣傳；舉辦國際化相關交流活

動，補給旅外資訊，提升全球視野。 

3. 積極建立與海外知名大學短期研修的管道，鼓勵學生寒暑期赴海外研

修，提高學生出國意願，以培育學生全球移動力。 

(二) 深耕東南亞及南亞國家重點大學校院，拓展高階國際生源 

1. 深化與東南亞及南亞重點大學合作：透過雙方定期互訪培養情誼、代訓大

學教研人員、推動交換與雙聯學位計畫、透過回母校任教中大校友深化雙

方友誼，以使其主動推薦優秀講師與學生至本校就讀。 

2. 辦理與研究相關工作坊、研討會及校長論壇，增加交流互動機會，並深化

相關合作。 

3. 聘任退休教師成為專案教師，赴本校深耕重點國家講學及研究。推動教研

人員雙邊或多邊合聘制，強化國際交流合作及招生。 

(三) 增加先進國家學生來校人數，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 

1. 推動實驗室實習課程(Global Lab)，結合專為外國學生設計之暑期營隊，

吸引境外學生至中大實習及研究。本案將於 107 年海外招生計畫加強宣

傳。 

2. 針對交換人數不平衡之先進國家姊妹校學生提供獎助學金，藉此換取本

籍生出國交換之免費名額。 

3. 針對參加雙聯學制計畫之先進國家姊妹校學生提供獎助學金，加強學術

交流及招生。 

(四) 建構國際資源整合系統及數據資料庫，包含境外學生、本籍學生、國際

合作交流及外籍人士等之相關數據資料庫，以利本校國際化資源管理。 



15 

四. 校務行政與永續校園(含校務基金投資規劃) 

(一) 推動校務研究，發展以數據為本之決策機制 

1. 透過 Plan、Do、Check、Action 四個循環步驟的校務專業管理模型，強化校

務研究結果運用，將分析結果回饋至各項校務決策，逐步完善校務專業管

理。 

2. 整合本校各處室既存系統資料，依資料屬性及領域類別，建置校務研究資

料分析系統，發展主題導向之校務資料。進行大數據與統計作基底的學習

分析，以資料驅動(data-driven)的實證依據來提升辦學品質與績效。另外，

積極開發校務研究智慧平台，讓資料從清理、分析、視覺化及發佈一體化，

以提升效率，完整公開辦學資訊，並直接支援教育部填報作業的需求。 

(二) 辦理第二週期校務自我評鑑：本校將 107 年 6 月接受高教評鑑中心「第二

週期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本校自我評鑑作業已於 106 年下半年完成；全

案並將於正式訪評後，依委員建議事項規劃自我改善作法及改善進程，以

提升本校辦學品質。 

(三) 承辦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結合全大運主辦作業，強化本校運動場

館整建及修繕(含田徑場、網球場、依仁堂、籃球館、羽球館、排球館、健

身中心、室內游泳池、增建室內水療池及室外籃球場、排球場暨網球場三

場館之天幕等)，以提供師生更優質的學習及運動環境。本案除獲教育部專

案經費、高教司及體育署相關補助外，本校亦爭取桃園市政府支持及規劃

「107 年全大運贊助專案」之募款標的，透過多方資源及支持，共同完善

本年度盛事。 

(四) 行政人力精實 

1. 整合約用行政人力，暢通陞遷管道：為提高人力管理效能，並保障同仁福

利、提升工作士氣，將整合約用行政人力，擬訂人力調整方案，並配合修

正工作規則、管理要點、訓練、陞遷等相關規定，預定 107 年底完成。 

2. 中階人員進階職能訓練：為提升本校未來晉升中高階職務儲備人員之接班

能力，針對校內專員、技正及院秘書等職級人員，規劃於 107 年度辦理績

效管理及一頁管理等相關訓練。 

(五) 提昇優質學府品牌形象 

1. 建立良好公共關係、提高媒體曝光率：為提昇本校知名度及建立良好形象，

靈活運用校內各項資源，藉由傳播媒體，積極宣傳本校教研特色與理念，

與社會各界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並鼓勵全校師生關心社會、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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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教學創新、學習加值、研究突破、國際接軌、友善校園、社會回饋等主

題經營本校新聞採訪和報導主題：本校發佈之新聞資訊一方面提供關於學

生表現、教學品質、行政服務等宣傳文稿，另一方面著重報導本校教學和

研究的特色發展和突破。 

3. 強化本校新聞發佈方式：舉辦記者會邀請媒體採訪、由本校主動發佈新聞

稿及照片，重大優質議題優先規劃於台北召開記者會宣傳。另外，網路傳

播的經營上，透過中大首頁網站、中大新聞網、官方 Facebook 粉絲頁發佈

新聞資訊。 

(六) 拓展校友服務廣度，提昇服務品質 

1. 持續維護及更新校友資料庫：維護校友資料異動線上系統，結合校友活動

與校友證申辦作業，鼓勵校友自行線上更新資料。並於例行的校友聯絡工

作中，推展資料庫更新作業。 

2. 優化校友證福利：拓展校友證優惠福利，提升申辦校友證意願。 

3. 建置校友交流平台：經營暨管理校友互動平台，包括國立中央大學校友服

務網、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校史館、數位校史網等網站，以及國立中

央大學校友服務平台、中大校友等 FaceBook 粉絲專頁，提供全球校友不同

管道的互聯機制，即時報導校園近況，更新校友活動，促進校友與母校的

交流。 

4. 強化校友互動：持續推動校友聯絡工作，如發送校友電子生日賀卡、發行

校友通訊電子報、經營校友交流平台、提供校史館預約導覽服務、協助校

友總會學術及聯誼活動等，強化校友與學校之連結。 

5. 深化校友認同感：推動大型校友活動，如校友新春團拜、校友回娘家等；

並經由不定期舉辦之好禮雙重送、值年校友晚宴、校友攝影或徵文比賽、

校友返校座談及校史特展等，深化校友對母校的認同感。 

(七) 結合校內資源，積極推動各項募款計畫 

1. 落實回報機制，加強回流續捐：本校現行回報機制，除了即時於網路刊登

捐款芳名錄，並針對特定獎學金提供年度頒發狀況報告書。為使捐款人進

一步掌握捐款流向與相關分析數據(如捐款筆數、額度與用途分布、專案執

行現況等)，強化信任以提高回流續捐意願，自 105 年起編製「募款年報」，

未來將持續於校務基金募款網站上公開每年度募款報告書。 

2. 強化網站功能，開拓捐款族群：針對現行募款網站進行改版，以完備後台

捐款資料庫、安全便利的線上捐款手續為目標；爾後將視載具變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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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動裝置適用網站。以提供多元、便捷、安全的捐款管道為宗旨，開

拓捐款族群。 

3. 訂定年度計畫，凝聚情感認同：由於本校承辦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為爭取各方資源挹注，推動「107 年全大運贊助專案」為現行專案募

款標的。另一方面，本校亦推動獎學金勸募，以為獎學金基金，或捐入專

項獎學金，獎勵傑出學生。 

(八) 持續加入各類聯盟，以取得共構共用模式者為優先，穩定學術專書及期

刊之訂購，以支援系所教研需求。 

(九) 建構優質安全校園環境 

1. 教學研究綜合大樓新建工程：本棟大樓完成後預計可整合表演廳、國際會

議廳及教學研究空間等，提升整體教研空間及學習環境。本案 99 年 6 月開

工後，歷經 3 次土建標廠商終止契約；第 3 次契約終止後，經第三公正單

位完成數量清算鑑定，接續工程之採購已函報教育部採最有利標決標原則

辦理核准在案，建築師亦已完成重新發包書圖，於 106 年 8 月 3-9 日上網

辦理招標文件「公開閱覽」，累計 111 家廠商下載閱覽，無廠商表示意見，

接續辦理公開招標作業。 

2. 本校既有校舍補照事宜，業完成校內行政審查程序，目前依相關執行計畫

進行整修、消防改善等工程。惟為配合本校整體校舍之使用規劃及須考量

老舊館舍之拆除及重建等諸多因素，後續補照工程尚須審慎評估後，再召

開會議討論續辦事宜。 

3. 學生宿舍軟硬體設施改善更新及宿舍擴充作業 

(1) 訂於 107 年更新女 4 舍浴室廁所、男研舍 A 棟寢室床組更新及第三期寢

室冷氣汰換作業。 

(2) 有鑒於新建宿舍規劃期程較長，無法立即滿足學生住宿之需求，規劃於

106-108 年進行女 5 舍重新整建，朝性別友善宿舍進行規劃，並建置碩、

博士套房宿舍，做為未來新建宿舍之參考。 

(十) 校園網路環境及行政 e 化提升 

1. 強化校務資訊系統：採用專案管理模式將現有人力以功能分組方式開發校

務資訊系統，並以模組化分工、標準化編譯語法設計以加速軟體開發速度

及提升後續維運能力。 

2. 便捷校園網路環境：逐年逐棟更新學生宿舍網路線材設備，確保網路通訊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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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置雲端資料中心：採購雲端主機、儲存陣列磁碟及所需虛擬系統軟體，

提供雲端虛擬主機及資料儲存服務，營造節能及資源有效運用之環境。 

4. NCU App Store 行動裝置應用軟體開發推廣：以功能性編組方式，委由專責

同仁徵集有志於行動專置應用軟體開發之同學規劃 NCU App Store；提供

校內同學將已完成之軟體申請上架之服務，只要能符合本校智慧型裝置應

用程式提案規範並經過審核通過後，再進行專案討論及簽約開發以擴大

NCU App Store 之多樣性。 

5. 強化圖書系統功能及網站內容：配合讀者需求，e 化各項圖書服務、升級系

統功能、改善網路效能及強化網站內容等，以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 

6. 增設第二備用緊急發電電源及不斷電系統維護：以確保機房設備持續運作

不中斷，避免瞬間斷、復電導致設備發生毀損。 

(十一)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維運：依據「政府機關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分級作業規定」暨「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表規定」，本校為 B 級單位

(招生系統屬 A 級)，除導入 ISO27001 資安驗證外，每年另需進行 SOC

監控、弱點掃描、滲透測試及相關教育訓練等措施，以及推動個資管理

系統作業所需之教育訓練、顧問服務、稽核認作業。 

(十二) 校務基金投資規劃 

1. 收取穩定利息收入：茲考量投資之安全性，且本校校務基金資金大部分均

已指定用途，目前投資項目係以存放公民金融機構定期存款為主。另配合

金融機構設定之定存金額上限，定存金額均為一般定存利率，避免定存適

用大額存款利率，以創造較高之利息收入。 

2. 擬定投資計劃：在「保守穩健」投資之原則上，於適當時點將資金投資於

相對穩健之 ETF(國內外掛牌指數股票型基金)。 

(1) 依據 106 年 5 月 2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及 106年 10月 2日 106學年度第

1 次投資管理小組通過之「國立中央大學 ETF 投資規劃案及投資 ETF 商

品種類組合」，訂定 ETF 投資計畫書。 

(2) 投資架構 

投  投資期限 五年期 

投資總額度 3 億元 

投資方針 1.市場評估 

定期定額具備「分散投資時間」的概念，在市場上下震盪

的時候執行定期定額投資，可以有效將投資成本攤平，藉

著定期定額投資在低價位累積較多的單位數，降低平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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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成本，提高長期投資的收益，屬於簡單且相對穩健的方

式。 

2.3 億元建倉方式 

(1) 第一年採取定期定額投資方式 

(2)於確定投資並完成證券商簽約後一年(12 個月)完成約 8 

仟萬元建倉。 

(3)其餘投資額度新台幣 220,000,000 元，另案徵求證券商

以不定期定額方式投資購買 ETF，後續購買時點及金額等

相關佈局，待徵求證券商後，再行討論。 

五. 社會服務及其他 

(一) 推動大學社會責任：本校 106 年成立社會責任辦公室，嚴謹盤點桃園市

在地議題，藉由創新教學模式、服務學習機制、多元課程學習及教師制度

調整等配套，推動社會實踐方案解決在地問題。107 年將聚焦六大議題，

包含：提升濱海藻礁保育及環境教育、營造醫療保護體系及降低毒品濫用

隱憂、打造大學與鄰近社區共存共榮、促進社區參與及文化包容、強化偏

鄉教育、補充在地藝文空間不足及培育藝文人才等，規劃推動 4 個計畫，

引領師生共同投入。 

(二) 賡續辦理推廣教育課程：本校各系所、中心於各學期積極主動開設有學

分及非學分推廣教育課程，含語文、管理、資訊、土木、機械、藝文等各

領域，有效落實社會服務及協助產業人力升級，並為創造校務基金收益。 

(三) 推動大桃園及台灣地區環境教育訓練輔導工作：規劃 107 年度開設兩個訓

練班與研習班課程，執行環境教育人員訓練工作，為大桃園地區召集來自

社區及公(私)立機構機關等單位之夥伴，除培訓地方環境教育人才，亦串接

區域環境教育網絡，強化環境教育推動。 

(四) 建立中大在地產業青創培育平台 

1. 透過教育部創新創意扎根計畫及大專畢業生服務創業計畫(U-Start) ，整合

校內各項資源，以創新創業學程，跨領域社會參與學程及社會企業學程等

多元實踐方式提供學生創業舞台。 

2. 提供地方社會參與創新學習及跨領域指導與創業實作等，引導學術能量衍

生在地新創公司及技術成果商業化。 

3. 提供青年創業初期最關心的成功者經驗、產業特性、諮詢服務、技術協助、

資金需求、交易行情、行銷通路等資訊，與職涯中心合作媒合地方產業實

習機會，促進校內學生連結桃園在地就業以及在地就業率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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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育自主跨域學習之服務學團隊 

1. 建置中大服務學習公益媒合平台：強化「服務學習網http://service-learning.ncu.edu.tw」 

之中大學習護照時數認證網路資源，整合全校社會參議題與資訊，接受非

營利組織公益活動合作與招募，刊登在地服務機構需求，加強學生在地連

結服務，使能達成公益媒合平台之目標。 

2. 輔導學生自主服務學習團隊：藉由建置公益媒合平台，導入學生自主學習

的力量，促進學生關懷弱勢族群，以在地社會、文化、教育、環境等主題

為出發，連結在地資源，進行社區關懷服務，並依服務領域補助或安排各

類講座、參訪、工作坊等協作課程，進而反思回饋並實際執行社會實踐。 

(六) 多元族群與國際服務學習 

1. 推動僑生或外籍生返鄉服務與交流：與本校僑生僑居地或外籍學生所屬國

家，洽談各項公益服務合作，並由僑生或外籍學生偕同台灣本地學生共同

參與國際返鄉服務。 

2. 推動新住民子女培力計畫：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召募東南亞國家僑

生或外籍生，偕同台灣本地學生，共同協助新住民子女各項生活適應與課

業輔導。 

3. 國際服務學習獎學金：以獎學金審查方式，擇優補助學生從事上述各項海

外服務學習活動，並以成果發表會、服務學習專欄採訪之方式安排學生經

驗分享與服務傳承。 

4. 未來將開發經營臺商子女學校國際教育服務：結合各地台商交流辦事處、

台商子女學校之力量，共同推動國際教育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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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財務預測 

關於本校預算之編製及執行，係配合本校之發展方針及校務發展計畫來妥

善規劃財務資源。財務情形為校務發展之基礎，有充足之經費，方可聘請優秀

教師與員工，改善教學研究所需軟硬體，亦可採行激勵措施，提振教職員工士

氣。近年來政府財政日益緊縮，分配予高等教育之經費有限；學雜費收入復因

大環境影響，確存有收入成長呈現趨緩或減少之情形，為維持學校穩健運作，

進而以有限資源追求卓越經營，是本校未來所著重之重點，以冀能達到財務自

主與自足之目標。 

一. 未來財務之發展方針 

(一) 健全財務管理制度 

1. 為均衡發展，提升各領域研究水準，達到國際化目標，未來將以校務發展

計畫為藍圖，兼具計畫性、合理性及前瞻性，配合主客觀環境之變遷，審

酌財務狀況規劃校務基金預算編製。 

2. 為提高校務基金運作經營績效，未來將持續依本校校務基金預算分配作業

要點規範之分配基準，及各部門基於推展業務需要得提編專項經費之雙軌

分配方式，秉公平、公開及彈性之原則，覈實分配每年預算，另本校已自

104 年度起納入學校統籌管理費結餘款補助各單位例行性支出之分配，有

效運用自籌財源浥注教學研究訓輔之需，提升校務基金運作效益。 

3. 為維持校務基金財務穏健，落實動用校務基金歷年營運資金或學校統籌財

務資源之審查機制，舉凡每年度預算分配及年度執行中特殊業務需求及開

源節流措施等，均需提全校財務小組審議，未來將持續推動。 

(二) 引進多元財務資源 

1. 本校已訂定「產學合作成果績優教研人員獎勵」，未來將持續激勵教師積極

爭取產學合作計畫、協助辦理研發成果推廣活動及人才培育等以提高產學

合作收入；持續推動推廣教育招生，提高招生人數增加整體收益率，並與

資策會合作辦理福師大交流活動，以充實推廣教育收入。 

2. 加強靈活資金管理，將閒置資金轉定期存款或運用可轉讓定期存單，兼具

流動性、安全性，以提昇資金運用效益；充分利用學校之設備及場地，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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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各單位檢討現行各項收入，訂定合理收費標準，以增進資產使用及租金

收入。 

3. 本校已設置募款專屬網頁，增加多元捐款管道，未來將積極與企業界熱心

教育人士聯繫，說明本校未來建設藍圖，提出雙方具體合作計畫，以籌募

所需費用；爭取校友對校務發展之認同，推動主題募款或小額捐款，以擴

大各項捐款收入。 

(三) 擬定各項節流措施 

1. 積極辦理各學院系組織之精簡，在組織架構、教學規劃、研究領域定位、

資源加強四個面向下，活化人力調度，以節省人力成本及相關教育資源。 

2. 推動責任中心制度，作合理之內部資源分配，每年各類場地設備以收入總

額之 10％浥注建築物及設備折舊費用；自給自足計畫其收費及管理費之計

提，應足敷收回衍生成本，並有結餘充實未來發展之財源。 

3. 力行各項節約措施，擬定廢紙再利用、以電子替代紙本作業等措施；因應

電費調漲，積極改善高壓變電工程、冷氣温度控制、燈管汰換等節電措施。 

二. 未來三年資金來源及用途 

有關本校 107 年度至 109 年度財務預測之收支預計概況描述如下:  

(一) 收入來源 

1. 教育部基本需求補助收入：未來補助額度以 107 年度相同額度估計。 

2. 其他補助收入：鑑於近年來自各政府機關補助額度成長趨緩，另考量教育部

高教競爭型經費可爭取數額未定，以及可能受到資源排擠效應影響，爰以微

幅調降預估。 

3. 學雜費收入：以學雜費不調漲情形估算，自 107 學年度起少子化衝擊將加

劇，除在職專班預期未來業務發展持平外，預估整體學雜費收入將隨入學新

生數呈現微幅遞減。 

4. 產學合作收入：參酌近年成長趨勢，以及考量產學合作市場未來景氣不明確

等因素，爰以微幅成長預估。 

5.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考量本校近年承接計畫之成長情形，且本校

刻正積極整合資源爭取該類計畫，爰預估未來收入將微幅成長。 

6. 推廣教育收入：參酌近年成長趨勢及未來目標，以逐年成長 2%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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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由本校各場館管理單位，考量未來運作之情形，如宿舍

之整修、冷氣之汰換期程等，逐年覈實預估。 

8. 受贈收入：考量受贈業務實際情形具有不確定性，爰以逐年覈實預估。 

9. 財務收入：因郵局自 105 年 3 月 17 日起已調降大額存款門檻每個工作日為

500 萬元，且因央行多次調降利率之故，本校未來收益以微幅調降預估。 

10. 其他自籌收入：包含技轉業務收入、招生業務收入及其他業務外收入等，

配合學校未來相關政策，以零成長預估。 

(二) 支出用途 

1. 教學訓輔成本及管總費用：統籌人事費部分，考量晉級因素及未來人力檢

討之效果，以逐年成長 0.5%預估；水電費部分經衡酌節約措施，及台電公

司未來將繼續提供學校優惠電價措施，以逐年撙節 1％預估；其他補助計

畫支出部分，鑑於近年來自各政府機關補助額度成長趨緩，以及可能受到

資源排擠效應影響，爰以微幅調降預估；其他教研訓輔成本及管總費用部

分，配合學雜費收入減少，可支用預算亦下降之前提下，預估逐年微幅遞

減。 

2.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配合學雜費收入及招生數逐年減少之前提下，逐年覈

實估列。 

3. 產學合作成本：參酌近年成長趨勢，以及考量產學合作市場未來景氣不明

確等因素，爰以微幅成長預估。 

4.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成本：考量本校近年承接計畫之成長情形，且本

校刻正積極整合資源爭取該類計畫，爰預估未來收入將微幅成長。 

5. 推廣教育成本：參酌近年成長趨勢及未來目標，以逐年成長 2%預估。 

6. 場地設備管理成本：由本校各場館管理單位，考量未來運作之情形，如宿

舍之整修、冷氣之汰換期程等，逐年覈實預估。 

7. 其他成本及費用：包含技轉業務費用、招生業務費用及其他業務外費用等，

配合學校未來相關政策，以零成長預估。 

(三) 資本支出財源 

1. 教育部及其他機關補助：教育部基本需求補助以 107 年度相同額度估計；

其他補助收入部分，參酌近年成長趨緩，且未來政府補助收入恐因資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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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而減少補助，爰以零成長預估。 

2. 本校自籌收入：配合本校未來資本支出之需求，及資本支出政府補助款不

足支應部分，覈實預估。 

(四) 資本支出：考量本校 107 年度重大工程業已陸續完工，另依業務主管單位

各年度施政計畫預計施作之各項工程額度，覈實預估。 

三. 未來三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一) 107 年度可用資金變化：本年度雖尚有鹿林前山兩公尺望遠鏡天文台周邊

工程執行中，惟依前開 107 年度資金來源及用途估計，本年度之政府補

助收入及各項自籌收支，大致皆能維持收支之平衡，預計期末現金仍可較

期初現金增加約 1 億 4 千萬元。 

(二) 108 年度可用資金變化：依前開 108 年度資金來源及用途估計，本年度因

考量建教合作收入及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呈現微幅成長，另因本校多項重

大工程皆已陸續完工，除各項收支均能維持平衡外，並有微幅挹注校務基

金之情形，預期期末現金可較期初現金增加約 7 千萬元。 

(三) 109 年度可用資金變化：依前開 109 年度資金來源及用途估計，及前述校

內各項重大工程已陸續完工之故；另考量政府補助收入及各項自籌收支

大致仍可維持收支平衡，爰預計本年度期末現金餘額較期初現金餘額增

加約 9 千萬元。 

(四) 綜上，本校未來三年之可用資金約增加 3 億元，主要原因為本校各項重

大工程於該期間已陸續完工，工程支出金額較以前年度減少。雖因上開因

素而致本校可用資金有增加之趨勢，足以維持本校日常之校務運作及相

關現金收支，惟本校未來仍將依照前述之財務發展方針，加強各項財務管

理制度及進行各項開源節流措施，以冀能達到本校財務自主與自足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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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 107 年度至 109 年度「財務預測之收支預計概況」及「可用資金變

化情形」之彙總表 

國立中央大學 107 年度至 109 年度財務預測之收支預計概況 單位:新台幣千

元 

項目 107 108 109 

一、收入來源 4,081,858  4,175,754  4,200,675  

 教育部基本需求補助(經常門)  1,160,557  1,160,557  1,160,557  

 其他補助收入 221,615  217,183  212,029  

 學雜費收入(減免後) 636,501  631,677  626,901  

 產學合作收入 283,582  297,761  312,649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 1,503,762  1,593,988  1,609,928  

 推廣教育收入 40,250  41,055  41,876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139,078  141,640 144,842  

 受贈收入 17,320  16,500  16,500  

 財務收入 33,930  30,130  30,130  

 其他自籌收入 45,263  45,263  45,263  

二、支出用途 4,322,682  4,422,520  4,449,713  

 教研訓輔成本及管總費用 2,144,082 2,138,008 2,132,226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69,654 167,957 166,278 

產學合作成本 283,582 297,761 312,649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成本 1,473,134 1,563,360 1,579,300 

 推廣教育成本 32,077 32,719 33,373 

 場地設備管理成本 139,078 141,640 144,812 

 其他成本及費用 81,075 81,075 81,075 

三、預估賸餘(短絀) (240,824) (246,766) (249,038) 

四、資本支出財源 265,268  329,244  320,965  

 教育部及其他機關補助 100,114  100,114  100,114  

 本校自籌收入 165,154  229,130  220,851  

五、資本支出 265,268  329,244  32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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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財務規劃報告書或以自籌收入支應新興工程) 

107 年至 109 年 
     單位:千元 

項目 107 年 
預計數 

108 年 
預計數 

109 年 
預計數 

期初現金及定存（A） 3,492,656  3,629,819  3,704,219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4,068,430  4,162,326  4,187,247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3,771,433  3,864,116  3,885,725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100,114  100,114  100,114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 265,268  329,244  320,965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0  0  0  

加：當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0  0  0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0  0  0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0  0  0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 5,320  5,320  5,320  

期末現金及定存（K=A+B-C+D-E+F+G+H-I+J） 3,629,819  3,704,219  3,790,210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244,177  244,177  244,177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2,119,331  2,119,331  2,119,331  

減：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N） 0 0 0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O=K+L-M-N） 1,754,665  1,829,065  1,915,056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 90,500  0  0  

政府補助 0  0  0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 0  0  0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90,500  0  0  

外借資金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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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餘額 108 年餘額 109 年餘額 

債務項目 無 無 無 無 無 0 0 0 

註 1：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流動金融資產項下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
到期之定期存款與投資項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註 2：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與受贈收入等自籌
收入，並扣除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註 3：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金等。 
註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註5：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註 6：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一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但不含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 
註 7：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等，但不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註 8：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註 9：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

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借及償還以外，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合計數。 
註10：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收款項及短期貸墊款。 
註11：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付保管款、暫收及待結轉帳項，但應排

除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註12：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與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係在衡量特定時點

學校可運用之資金。 
註13：其他重要財務資訊至少應包括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及長期債務，係在衡量學校以後年度應(或很有可能)給付現金數

額，其中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之營建工程預算與長期債務無法自償部分，將由學校期末可用資金、以後年度經常門現金收支結餘
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 

註14：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係指可行性評估業經行政院或本部核定之營建工程，其截至當年底尚未編列完成之工程預算
數，該等預算數預計於以後年度編列。 

註15：前項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財源：政府補助係指由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係指由不包含於現金
及定存內，已提撥之改良及擴充準備金或其他準備金支應；外借資金係指向銀行舉借長期債務支應。 



27 

第五章 風險評估 

校務推動過程之各種內外部成因及變化，對校務基金均會造成影響，間

接亦衍生業務推動風險。為配合校務基金財務規劃，本校針對可能風險做成

評估，並做成相關因應方案，以有效降低衝擊。 

一、 少子化對本校各項招生報名人數影響及因應措施 

(一)說明：自 105 學年度起，少子化正式開始影響大學入學人數，隨著報名及

可能入學人數的減少，將直接影響報名費及學雜費的收入，同時預計於 109

學年度起會同時影響碩士班報名及就讀人數。 

(二)因應措施：本校擴大及強化招生單位功能，協同校務研究辦公室、相關領

域教師、中大壢中教師等組成招生專業團隊，建立學生學習資料庫(含入學

前成績、就學時學業或非學業表現及畢業流向)，推動招生工作專業化，透

過數據研究研擬相關招生策略招收更多優秀學生報考；並為收支平衡、撙

節使用調整各項招生考試支出。 

二、 隨著少子女化及生源的減少，影響本校推廣教育規模及因應措施 

(一)說明：因少子化衝擊將加劇，除在職專班預期未來業務發展持平外，預估

整體學雜費收入將隨入學新生數呈現逐年遞減。各專班亦將適時調整學分

費，吸引更多學生就讀。 

(二)因應措施： 

1. 於適當場合，介紹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特色，吸引業界人士就讀。或由目前

在學學生廣邀大學同學或同事前來報考。 

2. 加強國際化、跨領域研究及加強產學合作。其中，跨領域研究與產學合作均

有利於拓展專班與業界關係，這對於穩定未來專班之考生來源應有所助益。 

三、 產學合作計畫違約案件對本校財務影響及因應措施 

(一)說明：產學合作案件簽約後，發生違約之情事，如遲(未)交報告書、報告書

內容與委託方有認知上的差距且無法達成共識，致無法順利履約、案件尾

款未能順利收取、或需依約賠償甚或衍生法律訴訟等。 

(二)因應措施： 

1. 健全行政管理制度，進行有效預防：本校「產學合作辦法」已規範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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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墊額度、報告繳交及結案期程、違約處理等相關作法，並持續完善相關檢

核及管理，建立期前預警機制以預防計畫違約案件發生。 

2. 建置計畫管理系統，強化預警管理機制：本(106)年度刻正開發之系統，已

將全校計畫案件納入管控，自接案、合約預審、預警系統提醒等功能，至各

類法規限制透過系統防呆功能防堵，以系統輔助全面強化計畫管理。 

四、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不確定性對本校影響及因應措施 

(一)說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預計於明(107)年開始執行，相關經費補助訂於明

年 1 月 31 日審定。因計畫推動方式差異，獲補助金額不易掌握，亦有可能

較往年出現落差。 

(二)因應措施： 

1. 本校由周校長帶領，經數月嚴謹縝密討論後，整合本校規劃並提出計畫，

期能爭取佳績；惟若結果仍面臨經費補助較往年落差之問題，本校將持續

積極應對，強化計畫策略方案，期於 108 年獲更佳補助。 

2. 107 年若有增聘教師及行政人員之需求，將謹慎考量經費之持續性與人力

之必要性，並審慎因應。 

3.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分為「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

「提升高教公共性」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等四面向，各子計畫經費如

為修正計畫執行方向而產生不足，將由本校校務基金規劃支應。 

4. 以上經費，若需由校務基金支應，將送財務相關會議審查控留。 

五、 簽署之技術移轉合約，廠商未能依約付款，對本校財務影響及因應措施 

(一)說明：本校與授權廠商簽訂合約，並將專利或技術交付廠商，如廠商未如

期付款，可能造成本校財務損失。 

(二)因應措施： 

1. 於前端合約審議，提醒研發團隊應注意事項。 

2. 以系統加強繳款期程管控，預防風險發生。 

六、 收費標準及借用場次對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影響及因應措施 

(一)說明： 

1. 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每年約 1.4 億左右，主要係為體育室各項運動場地

收入(約占 2.5%)、總務處場地收入(約占 30.6%)、學務處學生宿舍等收入

(約占 58.2%)、電算中心學生網路使用費等收入(約占 7.2%)，學生宿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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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及學生網路使用費收入約占本項自籌收入 65%。 

2. 本項收入係為收支併列，各類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均須負擔人事費、場地設

備維修費、水電費等，遇有水、油、電等能源支出價格波動，必影響當年

度經常支出，如有重大整修工程則無法支應。 

3. 各類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均訂有收費辦法，以供各財產管理單位收費依據，

場地借用收入受外在環境變化影響，借用場次需求及提供設備使用數量與

收入呈同向變動，因此場地借用次數及提供設備使用數量多寡影響本項收

入。另當收支不平時，可藉由提高收費標準，以彌補支出，惟本項收入

65%來源為學生，提高收費標準必須經相關會議討論，如調整學生宿舍費

須經住宿費審議小組會議討論，調漲幅度可能無法如預期。 

4. 本校前、後門各 4 車道(單向 8 車道），分為有證車道(持有通行證）及臨停

收費車道(臨停人工收費），遇假日或學校辦活動時，因無法顯示校園剩餘

車位，浪費車主尋找車位的時間，並造成校區行車動線混亂，另因離校時

繳費車輛大排長龍，常有駕駛人不遵守規定繳費，衝撞柵欄逕自離開，產

生校園交通安全及收入短收問題。 

(二)因應措施： 

1.本項收入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如有不足則另籌其他經費勻支，如當年度無

法支應重大整修工程，則專案簽請由校務基金暫墊，並每年自各類場地設

備管理收入結餘逐年攤還。 

2.為改善校園交通問題，本校將在校園中建置汽車通行管理系統，以電腦、通

訊、控制及整合等技術，透過網路連結使校園交通資訊有效整合，配合設

施的管理與控制策略，以提升校園運輸與治安整體效能。 

七、 金融機構利率之趨勢及政策走向對本校利息收入影響及因應措施(含校務

基金投資因應措施） 

(一)說明： 

1. 利息收入金額主要決定因素為定存單承作之本金、金融機構之利率、及承  

作之天期長短等。 

2. 全球低利率時代來臨，金融機構調降存款利率、大額存款門檻，本校校務

基金承辦銀行，只願承作本校定額存款上限，這些因素將導致本校預估利

息收入降低。 

(二)因應措施：目前國內定存利率偏低，所產生之孳息十分有限，為活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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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基金，學校未來投資商品將以永續經營與發放現金股利穩定之 ETF

為主。 

八、 捐款支出公告資訊尚無固定機制，對本校受贈收入影響及因應措施 

因應措施：每月定期於校務基金官網，以及每半年於《中大校訊》刊登芳名錄，

讓捐款人確切了解捐款入帳項目。每年發布捐款年度報告書，公告

本校捐贈收入與部分專案支用情形，鞏固捐款人信心，穩定受贈來

源。 

九、 資訊專業人才招募及留任不易，對於推動「行政 e 化」與「便捷校園網

路」造成影響 

(一)說明： 

1. 本中心校務資訊專業人力主要為作業外收入或專案計畫相關經費聘用之契

僱人員或專任助理(11/15)，其待遇標準與業界有相當落差以至於人才招募

或留任不易，影響校務資訊系統之開發維運效能。 

2. 「行政 e 化」與「便捷校園網路」為校務行政之重要指標，電算中心必須

投入大量之人力及物力以確保各類軟、硬體開發、汰換及維運效能。 

(二)因應措施： 

1. 對於績優人員爭取申請特殊加給及提供較優渥之績效獎勵以縮短待遇差距。 

2. 採規格化、標準化及模組化開發、管理及維運以提升工作效能，減輕人員

異動時之代理或銜接負荷，確保業務之正常遂行。 

3. 爭取專案計畫員額以因應與日俱增之服務需求。 

4. 加強與需求單位溝通協調以有效規劃需求，提高資源使用率。 

5. 妥善規劃及運用預算，如有不足將專案向學校申請其他可用經費支應。 

十、 緊急發電系統及不斷電系統維運 

(一)說明： 

1. 電算中心機房之備用電源主要由一台 SDMO 發電機供應，於停電時如該 

發電機未能正常啟動，將導致機房完全斷電，本中心所有資訊設備提供的

服務將全部中斷癱瘓。因此必須增設第二備用緊急電源迴路，以解決不可

預期斷電之風險。 

2. 當市電供應不穩定或突發斷電情況時，不斷電系統必須在緊急發電電源啟

動前能夠及時銜補電力，確保機房設備持續運作不中斷，並可變免瞬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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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電導致設備發生毀損，由於 UPS 的蓄電設備屬於消耗品，其控制迴路韌

體亦須配合更新，因此均需仰賴原廠廠商提供專業維修服務。 

(二)因應措施： 

1. 申請專案補助增設第二組發電機以組成雙迴路備用電源功能。 

2. 與廠商簽訂不斷電系統維護合約，定期檢修更換耗材，確保穩定功能。 

 

  



32 

第六章 預期效益 

財務規劃的計畫性、合理性、前瞻性及校務基金運作的有效性，將成為

推升校務發展之支持及動力。本校以校務發展計畫為基礎，透過財務輔助及

配合，期能達成本校「兼顧博雅專精」、「培養領導人才」、「引領知識創新」、

「追求學術卓越」、「永續社會發展」及「增進人類福祉」六大辦學使命，引

領校務發展。 

一. 教學與學習 

(一) 發展學生多元招生及培育模式 

1.持續擴大繁星推薦名額，強化校園學生多元組成。賡續「向日葵弱勢學生

優先入學計畫」，提高該獎助學金至 24 萬元(4 年、每年 6 萬)，以利弱勢學

生向上流動。另強化特殊選才計畫，針對不同學習歷程與才能之學生，提供

彈性多元之鑑別方式。 

2.培育博士級高階人才：導入產學合作模式，調整課程架構，透過計畫獎助

學金的補助，使學生專心投入學習。培育產業高階研發人力，增進系所教師

與產業、學研機構接軌。 

3.大學招生專業化：執行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強化現有招

生組功能，組成招生專業團隊，推動個人申請審查機制優化、培訓審查人

員，持續建構招生及學生學習資料庫，透過數據分析擬定招生策略、提供數

據輔助學系辦理學生個人申請審查；落實適性選才精神、招收具有潛力之

優秀學生進入本校就讀。 

(二) 學士班跨領域第二專長，儲備就業競爭力：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多元發

展彈性修課，打造未來人才關鍵能力。 

(三) 教務資訊化 

1.推動 ee-class 數位學習系統，強化學生學習歷程之記錄、追蹤與分析。 

2.藉由教務資訊系統開發暨功能擴充，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四) NCUx 中大磨課師 

1.發展中大特色課程，累積數位教學能量。 

2.透過課程模組計畫，製作主題影片及例題作業，強化學生理解及師生互

動。 

3.以「Idea NCU 中大創意園區」建構跨域創新、自主學習及國際交流等多

面向創意創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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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英語授課 

1.提升全校英語授課課程數，打造友善外籍生之學習環境，以利招收國外優

秀學生。預估 107 年度將補助全英語授課約 280 門，總經費約 370 萬元。 

2.改變教學的內容與方式、強化國際觀之課程設計，提升本地學生外語能

力。 

(六) 整合通識教育、院系課程、育成推廣等學習資源，建置創創學院之創意創

業創新學習環境，激勵學生自主及跨域學習，運用專業能力投入社會實踐，

發展永續之職涯探索與成果。 

(七) 提升社團活動空間舒適氛圍，強化學生跨領域合作及培養軟實力培養。 

(八) 強化學生職涯知能，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提早與社會無縫接軌。 

(九) 永續發展健康、安全、友善校園，健全導師輔導網絡及支持系統：開發生

活創思潛能微學分課程，啟動「宿舍導師 2.0」，以推動延續人文與科普雙主

軸，跨域連結人文及科普，同時融入國際視野。並以「服務學習」與「自

主團隊」理念，遴選及培育學生宿舍自治幹部，打造兼具行動力與領導力

之人才。 

(十) 完善弱勢學生校園適應、職涯輔導及課業輔導支持系統，提供弱勢學生

友善學習環境。 

(十一) 精進服務學習課程，鼓勵師生以服務學習鏈結在地 

1. 建立適性服務觀，凝聚全校師生共識。 

2. 推動在地連結之服務學習，鼓勵學生創意思考，從問題解決的過程「做

中而學」。 

3. 開放學生跨系選修服務學習課程，開設專業融入服務學習之必修、選修

或通識課程。 

4. 累積服務學習教學能量，促進課程研發及跨領域教師合作。 

5. 發展線上服務學習微型課程。 

二. 研究與產學 

(一) 健全研發管理系統，掌握學術能量 

1. 107 年度預計完成第一階段計畫管理相關之系統開發，期望透過合約預

審、接案管理及預警管理的系統設計，強化承接計畫之風險控管，系統

線上流程及防呆系統的規劃，預計可減少每週 200 案件量的用紙量，簡

化行政流程，提升行政效能及審閱正確率。 

2. 後續第二階段研發成果相關之系統規劃，預期有效掌握本校教師論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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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校內外獎勵情形，有效掌握教師傑出表現。第三階段整合全系統，

分析教師領域別、人才人力、本校研發能量等，供校方決策支援系統做

參考。 

(二) 延攬傑出人才，培育年輕學者：本校以校外計畫經費支薪之專案教研人

員占總專案教研人員之比例逐年上升，預計 107 年之比例可達 20％。在

培育年輕學者方面:透過本校相關傳習與研習活動交流，培養並指導年輕

學者執行研究計畫，45 歲以下年輕學者所執行之研究計畫，預計科技部

計畫將比例提升至 72%；延攬國際優秀人才方面:國際優秀人才至本校任

職人數增加 10%。 

(三) 透過跨域整合，媒合 10 個以上跨領域合作團隊，爭取產官學研資源，並針

對優勢領域發展出指標性的特色團隊，除能厚實研發能量外，可以鏈結在

地發展，發揮在地影響力；鏈結國家政策，發揮研究智庫角色；接軌國際，

提升競爭力。 

(四) 整合創業服務資源，擴大研發成果推廣：輔導培育師生衍生新創企業，並

鼓勵師生新創團隊進育成中心加速培育；辦理主題領域成果發表會與資金

募集活動，及技術發表媒合會及產業關鍵專利教育訓練。 

(五) 智慧健康照護與疾病預防國際產學聯盟：目標會員數 11 家，會費收入達

300 萬元；引導投入產業新創/就業博士 1 人。 

(六) 成立「校友天使投資平台」：結合校友總會能量，成立校友天使投資基金會

(500 萬)及中大創投公司(1000 萬)，投資種子資金協助師生創業。 

三. 國際化 

(一) 培育本籍學生全球移動力：本籍生出國人數成長 10%；參與雙聯學位人

數增加 10%；國際移動力完成證明書核發張數增加 5%。 

(二) 深耕東南亞及南亞國家重點大學校院，拓展高階國際生源：境外學位生

人數成長 3%；招收 40 名講師至本校就讀。 

(三) 增加先進國家學生來校人數，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推行實驗室訪問及實

習計畫，先進國家來本校實驗室實習及研究之人數成長 3%。 

(四) 建構國際資源整合系統及國際化數據資料庫完成度每年成長 10%，並在建

構完成第 1 年有 3,000 次點擊次數。 

四. 校務行政與永續校園(含校務基金投資效益) 

(一) 建置校務研究資料系統，完善校務資料使用辦法，並將具一貫性之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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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歷程與成效資料統整，以利校務研究進行，預期成果如下： 

1. 強化學生學習、完善 IR 資料庫建置與管理之目標，建立具有本校特色的 IR

體系。 

2. 建立校務研究分析資料庫並發展數據為本的實證研究制度，回應深耕計畫

之具體指標需求。 

3. 整合教育部各資料庫，簡化填報作業，有助構築 IR 跨域資料庫及回應各項

政策需求。 

4. 從分析端的實務需求開發分析工具，回饋學校使用，以利因應高等教育多

元議題。 

(二) 完成「第二週期校務自我評鑑」落實自我改善：本校預計於 107 年 6 月接

受高教評鑑中心「第二週期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藉由校務評鑑檢視過去

本校各項辦學績效，並依回饋建議，擬定改善策略，完善辦學品質。 

(三) 承辦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透過主辦該全國性活動，有效進行

設備汰舊換新及場館修繕(擴建)，優化校園運動環境。此外，搭配規劃既有

之運動場館永續經營機制，開放六場館採會員制收費(開放校外人士付費使

用)，透過分級收費標準，朝場館自給自足之最終目標邁進。 

(四) 行政人力精實 

1. 整合約用行政人力，暢通陞遷管道：透過約用行政人力之整合調整，以及

訓練陞遷制度之修正，使人員適切配置，整體人力資源充分發揮，形成高

效能之行政團隊。 

2. 中階人員進階職能訓練：透過辦理專員級以上人員進階職能訓練提升資訊

能力及工作績效，俾培育學校未來晉升中高階職務之優秀行政人力，以嗣

應校務前瞻發展，永續提昇之使命。 

(五) 強化新聞資訊整合，促進有效傳播 

1. 拓展「中大」知名度、提升優質學府品牌印象。 

2. 喚起校友關注母校動態，增進校友情感聯繫。 

3. 協助招生宣傳，維持穩定財源收入。 

4. 加強企業間知名度，進增加產學合作、企業捐款等機會。 

(六) 拓展校友服務廣度，提昇服務品質 

1. 校友資料異動線上系統，提供全球校友自行線上更新個人資料，兼顧校友

對個資異動的隱密性與資料更新的即時性。 

2. 拓展校友證優惠福利，大幅提高校友申辦校友證的意願，進而完備校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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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推動校友聯絡工作與校友活動。 

3. 經營暨管理校友交流平台，跨越國境籬欄，提供全球校友不同管道的互聯

機制，經由報導校園近況、宣傳校友活動、連結校內系所與社團訊息等行

為，促進校友與校友、校友與母校的交流。 

4. 經由電子生日或節慶賀卡、校友通訊電子報，主動關心海內外的校友，推

動校友聯絡工作。 

5. 經由校友新春團拜、校史館預約導覽服務、校友返校回娘家、協助校友總

會學術及聯誼活動等，促進校友情誼的聯繫，深化校友對母校的認同感。 

(七) 結合校內資源，積極推動各項募款計畫 

1. 提供捐款人年度報告書，期透過募款流向透明化、校務成長分享、募款標

的行銷等方式，增加捐款人回流、持續捐助。 

2. 便利的網站介面，除了有利推行捐款無紙化，落實節能減碳以外；精簡的

捐款手續，以及行動裝置瀏覽介面，更能吸引潛在捐款者，有助拓展捐款

族群。完備的後台捐款資料庫，有益提高行銷效能。 

3. 年度計畫的訂定，一來可檢討當年募款績效，做為來年修正參考；二來可

結合校曆重要活動，制定相關募款專案包裝，更能加強情感訴求，凝聚校

友向心力。 

(八) 建構優質安全校園環境 

1. 本校進行中重大工程計有教學研究綜合大樓新建工程之接續工程，校園基

礎建設分期改善計畫，教學空間改善-東區饋線部份高壓變電站二期改善工

程、既有校舍(不含學生宿舍)補領使用執照作業等工程，完成後可提供優質

的學研環境、提升教研品質及學生安全舒適優質學習環境。 

2. 提昇學生宿舍公共空間之質感，融合宿舍導師引領人文關懷及科普新知，建

立多元學習與生活空間，型塑兼具人文與科普之宿舍文化。 

3. 提昇師生安全防護觀念及危機意識，友善校園環境。 

4. 持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積極訂定健康公共政策，營造健康校園及場域，帶

動師生健康生活型態風潮，以達全體均健之目標。 

(九) 校園網路環境及行政 e 化提升 

1. 強化校務資訊系統：預定完成編制外人事系統、整合型活動報名系統及二代

電子表單系統，提升行政效能。 

2. 便捷校園網路環境：持續配合學生宿舍整修，完成宿舍網路更新工程，提升

宿舍之網路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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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雲端虛擬主機及儲存環境服務：持續推動校園伺服器集中管理措施，提升資安

效能並減輕使用單位軟硬體硬體維護汰換成本與減少設備總耗能量。 

4. NCU App Store 行動裝置應用軟體開發推廣，提供全校師生及訪客來賓校園導

覽及生活資訊等多項行動裝置軟體，提高環境品質及資源之整合運用。 

5. 增設第二備用緊急發電電源及不斷電系統維護：完成後將可解決不可預期斷

電之風險，確保本校資訊設備之安全及可用性，所有網路資訊的持續服務均

可獲得保障。 

6. 持續通過 ISO27001 資安驗證，並透過 SOC 監控、弱點掃描、滲透測試及相

關教育訓練等措施，使本校電算中心資訊設備及校務資訊系統均獲完善的安

全防護。 

7. 透過系統與網路功能提升，有效增加各項圖書資源之使用率，發揮館藏投資

效益。 

(十) 推動個資管理系統，加強同仁教育訓練，以及聘請顧問提供諮詢、輔導

級稽核認作業等專業服務。使本校各項行政作業所產生之個人資料均能獲

得合理使用及完善之保護。 

(十一) 校務基金投資效益 

1. 利息收入預估：本校 107 年度預估定存利息收入約 2,863 萬元(估算方式詳

表一)，至於公庫(活儲)利息預估數約 150 萬元(估算方式詳表二)，以上二項

合計數 3,013 萬元。 

2. ETF 投資計畫 

(1)投資計畫審議程序：投資管理小組訂定 ETF 投資計畫，提報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投資管理小組並定期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報告投資效益。 

(2)投資行政團隊：採團隊運作模式 

(3)公開資訊：納入本校財務規劃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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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07 年度銀行定存利息預估數 
單位：元 

行別 預估平均基數 年利率 年利息 

第一銀行 1,000,000,000 1.095% 10,950,000 

郵局 1,700,000,000 1.040% 17,680,000 

小計   28,630,000 

表二：107 年度公庫(活存)利息預估數 

單位：元 

銀行別 預估平均基數 年利率 年利息 

第一銀行 750,000,000 0.2% 1,500,000 

小計   1,500,000 

五. 社會服務及其他 

(一) 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本校已於 106 年成立社會責任辦公室，做

為實踐社會關懷基地，目前統整六大核心議題，規劃推動 4 個計畫，結合

教學創新，由教師帶領學生進入偏鄉、在地社區等，利用各種機制，如微

學分、社會參與學程、客家書院、培力工作坊，結合地方政府、在地產

業、公民團體共同推動社會參與活動；期以跨越學科、跨越單位的全校師

生共同參與，協助解決桃園在地問題困境，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二) 推廣教育：持續爭取政府單位委託開辦課程，另系所端縝密規劃開辦各

類學分班及非學分班課程，穩定校務基金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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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職專班：依社會發展需求提供主管人才或在職人員進修之機會，促進

本校碩士班及學士班學生與業界菁英人士的認識及交流，強化系所與業界

之連結，並創造雙贏。 

(四) 建立在地產業青創平台：逐步建立本校在地產業青創優勢，鏈結地方政

府，與在地產學合作，升級在地產業價值，建立交流平台，協助解決在地

議題，如永續環境、在地關懷、其他文化關懷、長照產業等。建置創業群

聚基地及學習據點，將地方社會責任(USR)及學院/系所、企業社會責任

(CSR)結合，發揮在地利基、厚植產學合作以利地方創生及永續經營。 

(五) 培育自主跨域學習之服務學團隊，加強學生在地連結服務，以達服務在

地化，學習社區化及公益媒合平台之目標。 

1. 促進多元族群跨域服務學習，海外志工與國際生返鄉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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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面對當前全球高等教育市場化及國際化之趨勢，以及國內少子女化與產

業結構轉變之衝擊，如何維持本校研究型大學的本質，兼顧產業鏈結與社會

關懷，並培育博雅人才，塑造「中央大學」價值；除持續強化教學、研究、

國際化與社會服務等策略外，建置完善之預算、資源分配機制，強化開源節

流措施，及引進多元財務資源，厚實校務基金，乃係支持校務推展之動力。

未來希冀透過校務發展計畫之引導，輔以校務基金健全規劃，永續校務經

營，與時俱進，擘劃中大嶄新之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