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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教學目標： 

1.課程設計定期檢視，提升教學品質： 

為提升教學品質，切合時代潮流，課程設計不但重視學術理論與

創作實務的結合，並運用教學反映問卷回饋系統，透過各級課程委員

會議定期檢討課程內容，以確保教學品質。 

2.落實學生輔導工作，發展全人教育： 

透過每學期院導師會議及預警制度提醒導師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並以多樣化型式辦理家庭關係及自我照顧為主題之輔導月活動、生命

教育輔導活動、性別平等教育活動、志工培訓與出隊服務等，結合心

理測驗與心理衛生推廣班級輔導，培養具有人文關懷、富有創造力及

健康生活的全人發展觀念。 

在學生自治方面，注重於本校藝術文化場域及氛圍之建構。學生

會透過各種活動辦理，招募各系學生進行跨領域合作及產出。校方以

補助活動經費或軟硬體設備之提供，鼓勵學生運用所學參與全校活

動，促進學生跨系及跨校之交流。藉以激發學生創意營造新穎對話以

整體潛移默化環境氛圍中傳承藝術傳統。 

3.善用調查降低學用落差及提高就業率： 

      運用畢業生流向調查，使各系除可即時查詢簡要分析外，各系亦

可藉此掌握學生畢業後的職場分布，納入課程規劃考量，推動符合產

業趨勢之教學及職涯輔導，增加專業及通識課程、增聘專業教師、推

展業界實習、業界參訪和校友座談等，進而協助學生確立未來職涯方

向，具體提升就業率。 

4.整合教學研究資源，建構完善學園： 

透過每年教學單位專項圖儀設備費及教育部專款補助經費，充實

本校圖書儀器及教學設備，加強各種資源之整合流通，使師生得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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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運用；彈性規劃妥善調整空間之分配，降低成本、增加效益；進而

嚴控建物營造規劃執行及設備採購品質，使校園生活、學習及工作更

加完善，107 年度依據需求編列整合補助並執行相關圖儀設備費用。 

5.加強英語教學，提升國際競爭力： 

本校為紮實學生的聽、說、讀、寫、譯等基本能力，除落實英文

畢業門檻要求外，並開設英語進階課程加強其外語學習，同時也開設

西、義、法、日、韓語等其他外語課程，因應社會趨勢邁向國際化，

培育具備良好外語能力的的專業藝術人才，冀望能提升畢業學生之競

爭力，以增進國際移動力。 

    此外為滿足學生數位化語言學習的需求，107 年度持續增購英語線

上學習課程與測驗軟體(LiveABC、Easy Test、空中英語教室...等)；並

且升級更新語言教室內語言學習操作的軟體，讓語言課程教學資訊

化，完備語言教室的學習環境。藉由建置完備優質的外語學習空間(硬

體及軟體)，期望提供學生優質且完善的語言學習環境，促成學生實務

與理論整合，以達到學用合一的效果，未來將持續督促學生強化其語

言能力，以增強國際競爭力。 

6.推動本校國際化： 

為增進學術交流合作能量，推動校務與教學國際化，本校積極聯

繫歐美地區知名藝術大學及學院，尋求雙學位合作學校，107 年度共計

與 9所院校簽訂學術交流協定書，締約姊妹校達 199 所，107 年度亦參

加亞太教育者年會及美洲教育者年會等 2 場次指標性教育者年會及馬

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越南(南越)高等教育展等 2場次國際教育展，

持續走向國際。 

積極鼓勵優秀學生出國交換並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極力擴大與國

外學術機構的合作交流面，鼓勵學生開拓國際學習經驗與視野，激發

藝術創作想像，107 年補助超過 100 位以上學生赴海外參與國際級研

習、交流、展演、競賽，將本校優秀藝術人才推向國際舞台，提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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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臺灣優異人才的世界能見度。 

   (二)研究目標：        

1.拓展展演學術交流，創新研究領域： 

      積極籌劃跨系所、跨校際、跨國際之創作展演與學術交流活動，

建立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單位之合作關係，整合不同系所教師

研究取向，爭取研究計畫，成立研究群，建立具特色的創新研究領域，

發揮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及數位內容領域在臺灣學術之領先地位。 

2.延攬國內外傑出教師，提升本校國際學術地位： 

實施彈性薪資，持續延聘國內、外專家學者來校任教；同時積極

推動與國際著名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與交流，邀請國際傑出學者

蒞校講學、訪問、發表專著，藉以提升本校國際學術合作與研究水準，

期與國際著名大學並駕齊驅。 

3.學術研究與創作展演間維持適度平衡： 

為鼓勵研究風氣，提升本校之學術國際地位，特訂定本校補助教

師出席國際會議處理要點及獎勵教師傑出研究暨展演實施要點。除學

術研究外，於每學年度各系所皆有預算編列補助展演創作活動，如學

生畢業展、教學成果展及全校各系各班師生定期展演等，目的即在維

持學術研究與創作展演間適度平衡，以求提升水準。 

4.建立美育終身學習教育重鎮： 

對內期許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系統，對外則開拓更多的疆土，使本

校成為結合產業發展需求與教學之產學合作的樞紐系統及全民美育終

身學習教育之重鎮。 

5.活化再造校園空間，擴展優質學習環境： 

落實校園中、長期整體藍圖之規劃，積極收回及擴展校地，進行

校園景觀改造，規劃興建學生宿舍、藝術博物館及多功能活動中心等

專業大樓，改善教演空間及推展環保校園，以擴建完善的空間供學生

使用，建構藝術教育環境協助各系發展。期塑造本校特有之藝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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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藝術薰陶的創作空間，進而提升藝術教育品質，讓整體校園空間

有效管理，達到校園整合共享、資源互通的目標規劃。 

6.健全法規制度，推動校務平穩運作： 

為有效推動校務發展，推展教學品質與連貫性，強化資訊管理與 e

化作業，增修訂定各項準則，建置行政與作業流程與標準，使各行政、

教學單位運作齊一、明確、公正與公開，確保各項業務執行成效，提

升行政效能。 

7.打造「大觀藝術教育園區」： 

      為實踐藝術教育向下扎根之教育理念，本校結合周邊大觀國小、

中山國小、大觀國中、華僑高中等四校共同協力合作，建立「大觀藝

術教育園區」，以策略聯盟之夥伴關係深耕在地社區。本校於 107 年度

提供專業師資群，支援上開四校開設包括：舞蹈、直笛、動漫、戲劇、

吉他及大傳等 21 個藝術教育推廣課程專班或社團，施以專業性藝術教

育，服務大觀四校超過 500 名學生。希冀以藝術領頭羊的角色實踐藝

術教育，培植多元之人才，提升在地中小學之藝術教育能量。 

8.「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匯聚文化政策研究及實務能量： 

      以本校專兼任教師、碩博士生及各系所資源為基礎，連結政府部

門、國內外專家學者、相關研究中心及藝文團體，共同建立實質交流

與聯繫，達到建構國內外之學術及實務夥伴關係網絡，攜手構建臺灣

創新藝文知識體系，落實藝術文化之學術實踐。 

    (三)服務社會目標： 

1.配合終身教育政策，提供全民終身學習的管道，以實踐全人教育目標。

107 年度開設學分班 333 班 1,848 人次，開設推廣班 151 班 754 人次。 

2.發揮社會教育功能，承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的數位

影音製作實戰班課程暨現場拍攝課程，共計 1班 750 人次。 

3.拓展高等藝術教育輸出能量，辦理大陸港澳短期培訓班，總計開設 32

班 16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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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實與大陸姊妹校交流，辦理廈門理工學院數位出版專班，總計開設 1

班 22 人次。 

(四)其他目標： 

全面落實行政 e化，提升行政效率及強化服務效能 

    建置校務資訊大數據分析平台，以網頁及視覺化儀表板呈現公開

校務資訊，提供相關人士了解本校校務資訊及成效；建置臺藝大資訊

行動服務 APP，提供學生與教職員校務個人化行動服務；擴充儲存設備

與超高速 10G 網路交換器，提升骨幹網路的品質；完成建置算圖農場

Deadline 排程軟體，自動化算圖排程程式，讓學生算圖操作更為方便。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收入決算數與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收入決算數 10億 2,123 萬 2,465元，較預算數 10億 379

萬 1,000 元，增加 1,744 萬 1,465 元，約 1.74%，茲將收入各科目

金額與預算數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業務收入：  

本年度決算數 9億 4,749 萬 1,030 元，較預算數 9億 4,809 萬

1,000 元，減少 59萬 9,970 元，約 0.06%，其明細如下： 

(1)學雜費收入： 

決算數2億7,574萬9,253元，較預算數2億8,400萬元，減少825

萬747元，約2.91%。 

 (2)學雜費減免： 

決算數1,262萬9,124元，較預算數1,300萬元，減少37萬876

元，約2.85%。 

(3)建教合作收入： 

決算數5,811萬458元，較預算數6,100萬元，減少288萬9,542

元，約4.74%。 

(4)推廣教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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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數2,875萬4,951元，較預算數3,350萬元，減少474萬

5,049元，約14.16%，主要係推廣班開課數及金額較預期減少

所致。 

(5)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決算數5億1,352萬1,000元，預算數5億1,352萬1,000元。 

(6)其他補助收入： 

決算數7,430萬432元，較預算數5,927萬元，增加1,503萬432

元，約25.36%，主要係政府機關之補助計畫收入較預期增加

所致。 

(7)雜項業務收入： 

決算數968萬4,060元，較預算數980萬元，減少11萬5,940元，

約1.18%。 

2.業務外收入： 

本年度決算數 7,374 萬 1,435 元，較預算數 5,570 萬元，增

加 1,804 萬 1,435 元，約 32.39%，其明細如下： 

(1)利息收入： 

決算數 1,129 萬 5,087 元，較預算數 970 萬元，增加 159 萬

5,087 元，約 16.44%，主要係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較預期增加

所致。 

(2)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決算數 3,089 萬 7,721 元，較預算數 3,400 萬元，減少 310

萬 2,279 元，約 9.12%。 

(3)違規罰款收入： 

決算數 1,656 萬 2,453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演藝廳整修

工程逾期交貨罰款收入增加所致。 

(4)受贈收入： 

決算數 640 萬 451 元，較預算數 800 萬元，減少 159 萬 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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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約 19.99%，主要係各界捐款較預期減少所致。 

(5)賠(補)償收入： 

決算數 1,948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中油公司 95無鉛汽油

銅片測試未達標準之理賠金。 

(6)雜項收入： 

決算數858萬 3,775元，較預算數400萬元，增加458萬 3,775

元，約 114.59%，主要係雜項收入較預期增加所致。 

（二）支出決算數與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支出決算數9億6,958萬3,525元，較預算數10億5,462

萬元，減少 8,503 萬 6,475 元，約 8.06%。 

1.業務成本與費用： 

本年度決算數 9億 4,123 萬 8,562 元，較預算數 10億 2,388 萬

9,000 元，減少 8,265 萬 438 元，約 8.07%，其明細如下：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決算數 7億 1,840 萬 4,109 元，較預算數 7億 7,608 萬 9,000

元，減少 5,768 萬 4,891 元，約 7.43%。 

(2)建教合作成本： 

決算數 5,378 萬 9,492 元，較預算數 5,210 萬元，增加 168

萬 9,492 元，約 3.24%。 

(3)推廣教育成本： 

決算數 1,932 萬 8,010 元，較預算數 2,430 萬元，減少 497

萬 1,990 元，約 20.46%，主要係推廣班開課數及金額較預期

減少，成本相對減少所致。 

(4)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決算數 1,655 萬 3,768 元，較預算數 1,776 萬元，減少 120

萬 6,232 元，約 6.79%。 

(5)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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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數 1億 2,519 萬 3,558 元，較預算數 1億 4,534 萬元，

減少 2,014 萬 6,442 元，約 13.86%，主要係部份缺額改以契

僱人力替代致實際用人費用較預期減少所致。 

(6)雜項業務費用： 

決算數 796 萬 9,625 元，較預算數 830 萬元，減少 33萬 375

元，約 3.98%。 

2.業務外費用： 

本年度決算數 2,834 萬 4,963 元，較預算數 3,073 萬 1,000

元，減少 238 萬 6,037 元，約 7.76%，其明細如下： 

(1)兌換短絀： 

決算數 431 萬 969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外幣資產年終評

價損失所致。 

(2)財產交易短絀： 

決算數 23 萬 2,332 元，未編列預算，主要係財產損壞提前報

廢所致。 

(3)雜項費用： 

決算數 2,380 萬 1,662 元，較預算數 3,073 萬 1,000 元，減

少 692 萬 9,338 元，約 22.55%，主要係旅運費、專業服務費、

修理保養費、 材料及用品費、各項租金等費用較預期減少所

致。 

（三）業務總收支相抵後，本年度賸餘 5,164 萬 8,940 元，較預算數短絀

5,082 萬 9,000 元，反絀為餘 1億 247 萬 7,940 元，主要係其他補助

收入與違規罰款收入較預期增加及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與管理及總

務費用較預期減少所致。 

三、餘絀撥補實況 

    (一)賸餘之部： 

本年度決算數5,164萬8,940元，較預算數增加賸餘5,164萬8,9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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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分配賸餘： 

本年度決算數5,164萬8,940元，留供校務發展使用。 

四、現金流量結果 

本年度現金流量結果如下：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億 4,459 萬 2,396 元，包括： 

1.本期賸餘5,164萬8,940元。 

2.利息股利之調整1,129萬5,087元。 

3.調整項目9,769萬2,960元，包括： 

(1)折舊、減損及折耗8,702萬358元。 

(2)攤銷2,281萬3,367元。 

(3)兌換短絀431萬969元。 

(4)處理資產短絀23萬2,332元。 

(5)其他淨減少402萬9,302元。 

(6)流動資產淨增加443萬3,308元。 

(7)流動負債淨減少822萬1,456元。 

4.收取利息654萬5,583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億 2,614 萬 8,954 元，其項目包括： 

1.減少流動金融資產6億7,900萬元。 

2.減少短期墊款3,567萬6,904元。 

3.減少投資429萬1,011元。 

4.減少其他資產20萬元。 

5.收取利息474萬9,504元。 

6.增加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貸墊款37萬8,408元。 

7.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6億7,900萬元。 

8.增加固定資產2億9,256萬8,282元。 

(1)土地改良物48萬9,447元。 

(2)機械及設備3,643萬3,1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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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及運輸設備411萬2,089元。 

(4)什項設備2,529萬8,663元。 

(5)購建中固定資產2億2,623萬4,981元。 

9.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7,811萬9,683元。 

(1)增加無形資產660萬4,709元。 

(2)增加其他資產7,151萬4,974元。 

（三）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億 596 萬 9,409 元，其項目包括： 

       1.增加其他負債105萬5,140元。 

       2.增加基金3億492萬6,269元。 

3.減少其他負債1萬2,000元。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1億 2,010 萬 1,882 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

金為 9億 2,048 萬 4,725 元，故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10億 4,058

萬 6,607 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資產總額計60億 945萬 5,328元，其中流動資產 10億 8,214萬 2,756

元，占 18.01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8億 2,442 萬

5,295 元，占 13.72%；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6億 1,888 萬 1,119 元，

占 26.94%；無形資產 2,124 萬 4,304 元，占 0.35%；其他資產 24億

6,276 萬 1,854 元，占 40.98%。 

（二）負債總額計 23 億 9,837 萬 5,656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39.91%，其

中流動負債 7,926 萬 4,986 元，占 1.32%；其他負債 23億 1,911 萬

670 元，占 38.59%。 

（三）淨值總額計 36 億 1,107 萬 9,672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60.09%，其

中基金 28億 1,012 萬 2,477 元，占 46.76%；公積 7億 3,900 萬 4,388

元，占 12.30%；累積餘絀 6,195 萬 2,807 元，占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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