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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 

委員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回應說明 

1 校務發展計畫之目標與策略似有過於分散之虞，各

教學及行政單位展開之重點發展項目亦頗為繁

多，可再適度予以整合聚焦。 

修訂校務發展計畫時，納入參考意見。 

2 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規劃與校務發展計畫尚能連

結，惟支用計畫書 P.20圖書資訊處 102年度發展

重點之一為「更新圖書館自動化資訊系統」，似未

見於支用規劃。  

本校另編列其他經費來更新「圖書館自動化

資訊系統」，預計於 103 學年度以後實施。 

3 支用計畫書 P.49~50 所呈現之經、資門分配原則

較顯簡略，且所述原則與現有分配作法似有差異。

如：各所系科中心之資本門配額，其規劃原則或公

式為何未見說明。 

 

另學校表示經常門「各項比例係依前一年度使用情

形酌予分配」，依P.100 之以往執行成效說明，100 

年度「研習」項目實際支用NT$267,229 元，102 年

度預估NT$160,000 元；「著作」項目實際支用

NT$2,643,742 元，102 年度預估 NT$1,400,000 

元，均有極大落差，然因未見學校提供101 年度之

執行情形，無法確知上述經費編列之合理性。 

已於核配版之修正支用計畫書加強說明，見

修正支用計畫書第 113~157頁。 

 

 

 

101年度「研習」實際支用 NT$191,651 元，

佔獎勵補助款(含配合款)0.9%；「著作」支

用 NT$2,514,028元，佔 11.4%。102年度編

列金額「研習」佔經常門 1.4%，「著作」

佔經常門 12.5%，比例上不大調整。102 年

度除獎勵補助款外，另有 101 年底獲 101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獎勵經費展延款

224 萬元，展延至 102 年 6 月 30 日，其補

助項目與本經費重疊，部份經費補助著作與

研習項目且參與國內外研討會所發生之註

冊費、差旅費補助應歸於研習項目，實際經

費編列將視實際補助經費再作調整。 

4 102 年度經常門總預算NT$11,213,312 元，其中

61.76%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投入比例略低於

一般平均。另以比例結構觀之，推動研究績效方面

編列46%（研究33.19%、著作12.49%）；教師專業

成長方面編列4%（研習1.43%、進修0.89%、升等送

審1.82%）；提升教學效能方面編列12%（改進教學

7.13%、編纂教材1.61%、製作教具3.21%）；新聘

教師薪資則約24.27%。整體而言，學校經費配置較

偏重於研究成果之產出，對於內部教師專業成長之

經費挹注相對較低。學校可再審慎思考此一經費配

置方式與技職體系發展、學校定位之符合情形，並

本校對相關經費分配係以整體發展為考

量，除校內自籌款外，由獎勵補助款及教學

卓越計畫補助款等經費作適當配置。本校獲

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6次，至 103年度止

計獲得獎助 4 億 2640 萬元，其中教師教學

專業成長均列為主要計畫之一，100-101年

度計約 3千萬元，對教師成長有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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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回應說明 

斟酌投入於協助現有師資成長之經費充足程度。 

5 【附表四】優先序#4、5均為「電動銀幕」，其規

格、需求數量、預估價格、用途說明、使用單位均

相同，無法確知其分列於連續 2個優先序之理由何

在，係屬誤植（重複編列），抑或學校有其他考量。  

係因不同存放處所，故以不同優先序表列，

本次已修改表列方式（在優先序下加上子

號），以避免委員誤解。 

6 【附表四】優先序 #24、26均係購置「個人電腦」，

規格完全相同－「工作站 I3-530以上， 17”螢幕

以上」，預估單價卻有 NT$5,000元之差距（前者

為 NT$28,000元、後者為 NT$33,000元），顯示其

預估金額之合理性或規格說明之完整性尚有加強

空間。 

經確認優先序#24「個人電腦主機」因人為

疏忽誤植資料，原規格欄位應將「17”螢幕

以上」刪除，已要求填報人員日後加強注

意。 

7 資本門獎勵補助款之運用以教學及研究設備為

主，約占69.93%；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

主，約占57.51%。經費支用規劃大致能以教學品

質、師資結構及儀器設備之改善為優先考量，惟預

期成效可更具體明確。 

依審查意見，預期成效應更具體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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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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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結構 

1. 較去年(100 年 10 月)教授增加 6 人，副教授增加 5 人，助理教授增加 5 人，講師則

減少 10人。 

2.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332 人，佔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76.8%；前二年度分別為 71.2%及

74.2%。 

3. 具實務經驗及證照之教師 478人次，扣除兩者兼有之教師數 140人，仍達 338人。 

學年度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合計 

101 

(101年 10月) 

55 150 127 
100 

432人 12.7% 34.7% 29.4% 

332人(76.8%) 23.2% 

4. 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例持續提升，師資結構良好。 

項目 具業界經驗 具專業證照 

人數 175 303 

（三）圖書軟體資源 

配合本校專業之發展與成長，充份利用經費，擴充各學科領域館藏之主題範圍與內容

深度，豐富教學研究資源，以達提升館藏「質」與「量」之目標。本館圖書期與非書資料

將盡可能提高專業資源與數位化、多媒體資源之比重，以健全本館支援各項教學資源，提

供師生良好的學習環境，以及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讓圖書館實際發揮教育之功能，滿足

教師與學生的需求，達到圖書館支援教學研究與學習的教育任務。圖書館截至 101 年 10

月 15日館藏圖書資料總計 311,298冊/件(表一及表二)。 

表一、館藏資源統計(1)：圖書、非書資料（統計日：2012年 10月 15 日） 

類型 種類 冊/種/片 

圖書 

一、中文圖書(冊) 221,696 

二、西文圖書(冊) 54,098 

三、期刊合訂本＊註 10,680 

非書資料 
一、視聽資料(件) 19,595 

二、電子書(冊) 5,229 

總館藏（件/冊） 311,298 

註：自 97學年度起，期刊合訂本數量，併入「圖書」統計，即日起不再異動資料。 

表二、館藏資源統計(2)：報紙、期刊（統計日：2012年 10月 15日） 

類型 種類 冊/種/片 

期刊&報紙 

一、報紙 13 

二、期刊 
中、日文(種) 677 

西文(種) 70 

電子資源 
一、光碟及線上資料庫(種) 27 

二、電子期刊(種) 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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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腦教學設備 

本校電腦教學設備包含：教學專用電腦教室、數位多功能講桌、教室精簡型電腦及校

園網路基礎建設。 

1. 教學專用電腦教室 

全校現有 39間電腦教室，總計 5,066部電腦及相關周邊設備。 

2. 數位多功能講桌 

全校現有 120間教室配置數位多功能講桌，將教室升級 e化，提供教師更豐富與多元

的教學資源，教師不用提著厚重的資料走進教室，為教師提供一個便利的教學環境。 

3. 普通教室精簡型電腦 

全校現有 55 間教室配置精簡型電腦，提供外型精簡功能強大及高可靠性的系統，可

以滿足數位教學環境應用需求。 

4. 校園網路基礎建設 

本校校園網路依「正修校園網路改善計畫」之規劃分為三群，一為教學研究網路，二

為校務行政網路，三為無線網路。為維護校園網路的資訊與通訊安全，防範因病毒或

攻擊事件擴大影響校務之運作，已於 98 學年度開始，分階段逐步完成，以實體網路

設備及線路，將教學研究使用之網路區段與校務行政使用之網路區段，予以完整分隔。

教學研究網路主要涵蓋各系所/研究單位，目前系所互連網路頻寬已全面提昇為

1Gbps。 

無線網路建置工程之目標，仍以教師教學及學生休閒活動空間為重點，繼續擴增無線

上網涵蓋範圍，因此建置完成後，目前正修校園室內空間的涵蓋率已達 100%，戶外

空間約達 70%。另一重點為汰換舊有無線基地台設備，添購支援 802.11n 之新型基地

台設備，提昇無線上網連線速度，同時也增購基地台集中管理設備及規劃完成控管設

備間之備援機制。 

（五）新生來源分析 

1. 日間部 

本校 101 學年度招收日間部四技新生總量核定名額為 2,070 人，錄取人數為 2,491

人，註冊人數為 2,264 人，其中高中申請入學生有 205人、技優生 186 人、甄選入學

生 700 人、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生 1,006 人、運動績優生 148 人、繁星計劃入學生 19

人，另有外籍生申請入學生 1人、大陸申請入學生 5人。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如表

三(列出前 10所主要學校)；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如表四(列出前 10 主要縣市)。 

表三、日間部四技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私立立志高中                   166 7.29% 

私立樹德家商                   157 6.90% 

私立中山工商                   156 6.85% 

國立鳳山商工                   129 5.67% 

市立高雄高工                   98 4.30% 

私立三信家商                   9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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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市立中正高工                   88 3.86% 

私立復華高中                   69 3.03% 

國立岡山農工                   65 2.85% 

國立屏東高工                   63 2.77% 

表四、日間部四技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1341 58.89% 

屏東縣 221 9.71% 

台南市 206 9.05% 

嘉義縣 77 3.38% 

台中市 66 2.90% 

彰化縣 62 2.72% 

台東縣 56 2.46% 

雲林縣 47 2.06% 

嘉義市 44 1.93% 

新北市 32 1.41% 

另本校 101學年度招收日間部博、碩士班新生核定名額 153人，其中碩士班推甄入學

錄取 52人，考試入學錄取 77人，註冊人數合計 128人。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如表

五(列出前 6所主要學校)；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如表六(列出前 6主要縣市)。 

表五、碩士班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83 64.84% 

私立東方技術學院 5 3.91% 

私立高苑科技大學 5 3.91% 

私立長榮大學 2 1.56% 

私立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2 1.5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 1.56% 

表六、碩士班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91 71.09% 

台南市 11 8.59% 

屏東縣 7 5.47% 

彰化縣 6 4.69% 

嘉義縣 4 3.13% 

台中市 2 1.56% 

2. 進修部 

本校 101 學年度招收進修部四技新生總量核定名額為 1,667 人。錄取人數(含外加名

額)為 1,675 人，註冊人數為 1,621 人，依入學方式區分計有，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生

1,595 人、運動績優生 1 人、產學訓專班 22 人、退除役甄選 3 人。新生來源畢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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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如表七(列出前 10 所主要學校)；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如表八(列出前 6 主要縣

市)。 

表七、進修部四技新生來源畢肄業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私立三信家商                   227 14.00% 

私立樹德家商                   226 13.94% 

私立中山工商                   216 13.33% 

私立立志中學                   183 11.29% 

市立高雄高工                   82 5.06% 

私立高英工商              79 4.87% 

市立中正高工                   71 4.37% 

市立海青工商                  68 4.19% 

國立鳳山商工                   60 3.70% 

私立復華高中                   38 2.34% 

表八、進修部四技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1425 87.91% 

屏東縣 113 6.97% 

台南市 27 1.67% 

嘉義縣 13 0. 80% 

彰化縣 8 0.49% 

桃園縣 8 0.49% 

另本校 101學年度招收進修部二技新生核定名額 413人。錄取人數為 413人，註冊人

數合計 412人，其中甄選入學 291人，考試入學錄取 121人。新生來源畢肄業學校如

表九(列出前 6 所主要學校及同等學系報名方式)；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如表十(列出

前 5主要縣市)。 

表九、進修部二技(含假日班)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專校 103 25.00%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42 10.19% 

私立和春技術學院 18 4.37% 

私立高苑科技大學 14 3.40% 

同等學歷 13 3.16% 

私立東方技術學院 10 2.43% 

表十、進修部二技(含假日班)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358 86.89% 

屏東縣 15 3.64% 

台南市 13 3.16% 

台東縣 4 0.97% 

彰化縣 4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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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修院校 

本校 101 學年度招收四技在職專班新生總量核定名額 86 人，錄取人數為 86 人，註

冊人數為 86 人，甄選入學學生 49 人、考試入學學生 37 人。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如表十一(列出前 10 所主要學校)；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如表十二(列出前 9 主要縣

市)。 

表十一、四技在職專班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私立三信家商 10 11.63% 

私立樹德家商 8 9.30% 

私立中山工商 5 5.81% 

私立國際商工 4 4.65% 

市立海青工商 3 3.49% 

私立立志高中 3 3.49% 

私立高苑工商 3 3.49% 

國立岡山農工 3 3.49% 

市立中正高工 2 2.33% 

市立高雄高工 2 2.33% 

表十二、四技在職專班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66 76.74% 

屏東縣 11 12.79% 

台南市 2 2.33% 

嘉義縣 2 2.33% 

台中市 1 1.16% 

金門縣 1 1.16% 

雲林縣 1 1.16% 

新北市 1 1.16% 

嘉義市 1 1.16% 

本校 101學年度招收進修專校二專新生總量核定名額 572人，錄取人數為 572人，註

冊人數為 575(退輔會 4位)人，甄選入學學生 351(退輔會 4位)人、考試入學學生 224

人、退輔會 4位：機械科 2位、企管科 1位、資管科 1位。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如

表十三(列出前 10 所主要學校)；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如表十四(列出前 10 主要縣

市)。 

表十三、進修專校二專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私立中山工商 71 12.35% 

私立三信家商 55 9.57% 

私立立志高中 37 6.43% 

私立樹德家商 27 4.70% 

市立高雄高工 23 4.00% 

私立國際商工 22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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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市立高雄高商 21 3.65% 

私立高英工商 21 3.65% 

國立鳳山商工 15 2.61% 

市立海青工商 13 2.26% 

表十四、進修專校二專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482 83.83% 

屏東縣 45 7.83% 

台南市 14 2.43% 

嘉義縣 7 1.22% 

台東縣 6 1.04% 

台中市 4 0.70% 

雲林縣 4 0.70% 

新北市 4 0.70% 

花蓮縣 2 0.35% 

南投縣 2 0.35% 

本校 101 學年度招收附設學院二技新生總量核定名額 129 人，錄取人數為 119 人，

註冊人數為 119(退輔會 1 位)人，甄選入學學生 73(退輔會 1 位)人、考試入學學生

46 人、休學未註冊保留學籍 1 位。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如表十五(列出前 10 所主

要學校)；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如表十六(列出前 9主要縣市)。 

表十五、附設學院二技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正修科技大學附進修專校 42 35.00%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17 14.17% 

同等學歷 10 8.33% 

私立育英醫護管理專校 7 5.83% 

和春技術學院附進修專校 6 5.00% 

私立東方技術學院 5 4.17% 

私立和春技術學院 4 3.33% 

私立慈惠醫護管理專校 2 1.67% 

私立樹人醫護管理專校 2 1.67% 

台中技術學院附進修學院 1 0.83% 

表十六、附設學院二技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103 85.83% 

屏東縣 10 8.33% 

台北市 1 0.83% 

台東縣 1 0.83% 

台南市 1 0.83% 

雲林縣 1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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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新北市 1 0.83% 

彰化縣 1 0.83% 

澎湖縣 1 0.83% 

本校 101 學年度招收進修部二技假日班新生總量核定名額 368 人，錄取人數為 367

人，註冊人數為 366 人，甄選入學學生 229 人、考試入學學生 137 人、休學未註冊保

留學籍 1 位。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如表十七(列出前 10 所主要學校)；新生來源戶

籍地分佈如表十八(列出前 10主要縣市)。 

表十七、進修部二技假日班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正修科技大學附進修專校 102 28.02%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26 7.14% 

私立和春技術學院 14 3.85% 

私立高苑科技大學 13 3.57% 

同等學歷 11 3.02% 

私立東方技術學院 10 2.75% 

海軍官校 9 2.47% 

陸軍軍官學校 9 2.47% 

私立大仁科技大學 6 1.65%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6 1.65% 

表十八、進修部二技假日班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312 85.71% 

屏東縣 16 4.40% 

台南市 15 4.12% 

台中市 4 1.10% 

彰化縣 4 1.10% 

台東縣 2 0.55% 

南投縣 2 0.55% 

桃園縣 2 0.55% 

新北市 2 0.55% 

嘉義縣 2 0.55% 

本校 101 學年度招收碩士在職專班新生總量核定名額 48 人，錄取人數為 48 人，註

冊人數為 42人，甄選入學學生 42人、休學未註冊保留學籍 2位、逾期未註冊退學 4

位。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如表十九(列出前 10 所主要學校)；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

如表二十(列出前 10主要縣市)。 

表十九、碩士在職專班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正修科技大學附進修專校 102 28.02%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26 7.14% 

私立和春技術學院 14 3.85% 



11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私立高苑科技大學 13 3.57% 

同等學歷 11 3.02% 

私立東方技術學院 10 2.75% 

海軍官校 9 2.47% 

陸軍軍官學校 9 2.47% 

私立大仁科技大學 6 1.65% 

私立輔英科技大學 6 1.65% 

表二十、碩士在職專班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312 85.71% 

屏東縣 16 4.40% 

台南市 15 4.12% 

台中市 4 1.10% 

彰化縣 4 1.10% 

台東縣 2 0.55% 

南投縣 2 0.55% 

桃園縣 2 0.55% 

新北市 2 0.55% 

嘉義縣 2 0.55% 

本校 101 學年度招收進修部二技回流專班新生總量核定名額 60 人，錄取人數為 26

人，註冊人數為 26 人，甄選入學學生 26 人。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如表二十一(列

出前 10所主要學校)；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如表二十二(列出前 2主要縣市)。 

表二十一、進修部二技回流專班新生來源畢肄業學學校 

畢肄業學校 合計 百分比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8 30.77% 

私立美和技術學院 4 15.38% 

樹人醫護管理專校附設進修專校 4 15.38% 

私立正修技術學院 2 7.69% 

私立輔英技術學院 2 7.69% 

私立大仁技術學院 1 3.85%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1 3.85% 

私立中華醫事學院 1 3.85% 

私立台南女子技術學院 1 3.85% 

國立空中大學 1 3.85% 

表二十二、進修部二技回流專班新生來源戶籍地分佈表 

戶籍地 合計 百分比 

高雄市 25 96.15% 

台東縣 1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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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一）發展方向 

1. 卓越教學 

本校之教學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理念，規劃符合就業需求之課程，施以切合學生

適性發展之教學方式，並落實教學品保機制，確保教學之成效。 

2. 完善輔導 

強調全人教育，多元學習。專業之外，學習領域包括人權法治、生活教育、性別平

等教育、社團參與、學生自治、團隊合作、服務學習、人群關懷以及藝文薰陶等，

提供學生適性輔導，給予豐富多元的學習。 

3. 創新研發 

獎勵整合型研究計畫、研發創新、專利申請、技術轉移、參加競賽、發明展，建立

學校研發標竿。 

4. 善盡社會責任 

就各學術單位不同屬性，設立相關中心，承接產學合作案，為產業診斷、解決，及

各類檢定檢測服務，持續提升效益。依社會需求開設各種推廣教班。 

5. 拓展國際交流 

持續營造國際化情境，延續原有之交流外，本期重點在讓老師走出去，讓學生走出

去，研習、發表論文、參加競賽，並配合政策審慎規劃陸生之招收。 

6. 提升行政效益 

調整組織，制修訂規章，以誠懇態度，人性化的行政程序，持續強化資訊服務，開

發作業軟體，營造友善校園，加強管考，達到和諧高效益之校園行政。增建校舍、

無障礙設施，營造友善校園。 

7. 強化招生宣導 

因應社會需求，即時調整招生系所類科；持續加強產業專班之招生。 

（二）執行重點特色 

1. 增建校舍，美化校園，強化校園安全。 

(1)興建教學大樓，工期 100－102學年度。 

(2)建構更周全、更完善之無障礙校園環境。 

(3)加強安全設施、檢核、維護、防護、教育及訓練。 

(4)以美化、綠化、藝術化、人文化為校園規劃原則。 

(5)持續加強安全設施、檢核、維護、防護、教育及訓練。 

2. 增設、申設、更名、整併系所、學程。 

(1)因應社會需求，申請設立系所、學程。 

(2)因應社會變遷，整併、停招系所、學程。 

3. 持續課程規劃，因應社會需求。 

(1)規劃本位課程，定期研議修訂。 

(2)強化實務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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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劃跨院系學程，提供學生多元選擇。 

(4)規劃就業學程，提升學生競爭力。 

(5)重視通識、語文、網路資訊課程。 

4. 提升教學品質。 

(1)持續執行教學卓越計畫。 

(2)實施網路教學、補救教學、創意教學、獲取證照、參加競賽；預警制度。 

(3)提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4)落實教學回饋機制。 

5. 增設圖儀設備，提供教學研究需求。 

(1)增設特色實驗實習室。 

(2)增購、汰渙更新各項教學研究用之儀器設備、系統軟體。 

(3)持續充實教學及研究所需之圖書期刊、資料庫。 

(4)擴大館際合作，持續充實教學及研究所需之圖書期刊、資料庫。 

6. 持續提升師資素質。 

(1)提升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例達 75%以上。 

(2)持續提升教師實務經驗。 

(3)持續強化教師實務能力。 

7. 持續提升研究之質量。 

(1)獎勵督促教師執行研究計畫。 

(2)獎勵教師發表論文。 

(3)推動學術活動，促進學術交流。 

(4)推動跨校、跨院系所組成研究團隊，提出整合型研究計畫。 

(5)承接產學研究案，研發新技術。 

(6)鼓勵研發成果申請專利，及技術轉移。 

(7)參加國際競賽、發明展。 

(8)整合院系所、各科技中心資源，執行各項產學研究案，研發新技術。 

8. 拓展國際交流。 

(1)持續建置國際化相關措施及環境。 

(2)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3)推動學生海外研習課程。 

(4)推動補助教師、學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5)持續延攬國外教授到校客座。 

(6)招收外籍生、陸生，拓展生源。 

(7)擴大教授、學生國際交流層面。 

(8)拓展國際合作業務。 

9. 專業的、人性的、多元的學生輔導。 

(1)重視生活教育、品德教育、校園倫理，豐富多元學習。 

(2)重視校園安全，強化預防及處理意外事件的機制及能力。 

(3)促進學生適性發展，學生活動多元化。 

(4)結合社區醫療資源，衛生保健融入生活，使學生能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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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行計畫的、團體的、個案的專業諮商輔導。 

10. 持續行政革新。 

(1)調整組織，計算機中心與圖書館合併為圖書資訊處，增設計畫管理處，各科技中

心合併為研究科技總中心，校友及就業服務組改名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改隷學務

處，語言學習中心改隷教務處，人文社會學院改名生活創意學院，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學位學程改隷生活創意學院。  

(2)持續制訂、修訂規章，完善體制機制。 

(3)持續開發行政作業軟體，提升效率及管理利便。 

(4)持續簡化、資訊化、人性化行政作業，提升效率。 

三、本（102）年度發展重點 

（一）行政單位發展重點 

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教
務
處 

1. 著重技職教育特色，發展實務應用類科。 

2. 強化招生宣導策略，鼓勵優秀學生入學。 

3. 提升教務行政效率，改善教學服務品質。 

4. 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5. 拓展人文藝術素養，陶塑術德兼備全人。 

6. 配合經建政策需求，培育國家建設人才。 

7. 增調所系學程班級，因應國家社會需求。 

8. 發展系所學程特色，注重理論與實務並重課程，以落實技職教育特色。 

9. 致力於課程、師資與學生面向之整體提升，以邁向教學卓越之目標。 

8~221 

                                                 
1編號代表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之頁碼。 



15 

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學
生
事
務
處 

1. 生活教育多元化－尊重個別差異，落實多元教育學習價值。 

2. 公民意識生活化—強化責任教育，培養尊重人權法治的優質國民。 

3. 生輔工作願景化－建立「樂在服務、豐富生活」工作願景目標，凝聚組

織向心力。 

4. 安全維護普及化—強化師生危機應變能力，落實危機處理小組運作系統。 

5. 社團活動多元化—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孕育優秀領導服務人才。 

6. 衞生保健生活化－結合社區醫療體系，落實衛生保健工作。 

7. 強化生涯輔導機制－納入職業生涯概念，協助學生探索生涯興趣，強化

學生職涯能力。 

8. 諮商輔導專業化－建立諮商師團隊，促進團隊專業化發展。 

9. 協助學生提昇「就業準備力」，創造「多元就業機會」。 

10.生活教育創新化－檢核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尊重個別差異，創新多元教

育學習價值 

11.公民意識優質化—強化服務學習精神，培養終身學習、快樂服務的優質

國民 

12.生輔文化深耕化－內蘊「樂在服務、豐富生活」工作願景目標，外顯職

場行動力 

13.學校社區一體化－運用學校及社區資源，帶動社區共榮 

14.課外活動自治化—強化社團活動，建構健康快樂希望的生活園地。 

15.健檢資料電腦化－健康檢查檔案系統管理，持續追蹤輔導就醫。 

16.諮商輔導工作願景化－建立「正、修、學、輔」四大工作願景目標，凝

聚輔導團隊向心力。 

17.輔導行政工作專業化－建立專案管理人制度，強化行政管理能力。 

18.職涯輔導工作網路化－建立 E化網路系統，增加相關資訊的曝光率。 

19.心理專業服務系統脈絡化—結合學校、社區心理機構形成系統性輔導。 

20.建構學生「全方位職涯發展」工具平台。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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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總
務
處 

1. 檔案電腦化，提高查詢效率。 

2. 加強校園安全設施。 

3. 提供資訊化、人性化服務。 

4. 將收款、付款，各種報表、薪資及建教人事費代扣所得稅電腦化。 

5. 加速付款及退費作業流程。 

6. 監督與執行學校行政、教學等單位儀器設備管理與盤點能力。 

7. 結合總務與會計之業務，達成財物請（採）購、驗收、財產盤點、管理

一貫化之流程。 

8. 進行新建校舍工程。 

9. 購置校地。 

10.建構無障礙之友善校園。 

11.提供安全舒適的教學研究環境。 

12.完成全校實驗室安全檢查。 

13.檢討規劃學校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應變計畫。 

14.建置毒性化學物質線上管理系統。 

15.辦理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6.執行環境教育作業。 

17.建置公文線上簽核及查詢系統。 

18.建置請（採）購、財產驗收等作業線上簽核系統。 

19.推動校園一卡化，一卡在手行遍校園。 

20.教職員工薪資名冊及學雜費繳費單收費標準全面電腦化。 

21.進行新建校舍完工後周邊工程(含綠化修補與強化)。 

22.建置（修復）運動場域。 

23.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落實安全衛生零災害。 

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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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研
究
發
展
處 

1. 落實國家證照制度，配合推動本校「31證照計畫」。 

2. 鼓勵師、生參與各項競賽，推動「奪標計畫」。 

3. 結合本位課程，強化畢業生就業能力，加強辦理各種就業學程。 

4. 強化貴重儀器中心之功能，有效整合及管理各單位貴重儀器之採購、使

用與維護，使有限資源能充分利用。 

5. 積極推動學術活動，促進學術交流。 

6. 積極推動教師論文發表，提升教師研究績效。 

7. 積極推動教師參與研究計畫，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水準。 

8. 積極推動各系所、跨系所組成研究團隊，提出整合型計畫。 

9. 暢通教師實務性研習管道，提升實務教學品質。 

10.加強推動辦理「培育實務研發技能」。 

11.提供大高屏地區成人教育及職業教育進修之機會，實現根植社區，營造

終身學習之環境。 

12.配合業界之需求提供本校資源，辦理各項職業教育訓練，培養民眾專業

技能，增進其就業能力，以協助業界升級。 

13.落實本處組織再造後各中心功能，積極推動技職教育之核心目標，彰顯

技職教育特色。 

14.積極推動師、生參與產學計畫，強化產學實務連結，培育具實作能力及

就業力的優質專業人才。 

15.積極推動教師參與專案性研究計畫，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整合水準 

16.積極推動各系所、跨系所組成創意、創業團隊，提升本校創業育成能量。 

17.建置「全方位的職業生涯規劃與發展學生就業力」，透過課程安排，使學

生不斷學習成長並增強技能，培養成為有創新力、革新力、職場即戰力

且具團隊合作的人。 

18.建構學生「全方位職涯發展」工具平台。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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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圖
書
資
訊
處 

1. 有效運用圖資經費。 

2. 加強教職員生著作徵集。 

3. 提高館藏使用比率。 

4. 提升館員服務品質。 

5. 建置數位典藏資料庫 

6. 加強徵集特色館藏。 

7. 改善設備與空間環境。 

8. 發展 M化服務策略。 

9. 規劃知識管理架構。 

10. 降低校園網路的資安事件。 

11. 提昇校園網路頻寬。 

12. 減少智財侵權事件的發生，有效並彈性的管理 P2P網路行為。 

13. 提升網路基礎服務的質與量。 

14. 具行動力之無線化科技校園環境建置。 

15. 建構高速校園網路環境。 

16. 各相關招生入學電腦登記分發系統開。 

17. 強化校園資訊服務。 

18. 建立學生即時整合校務資訊服務。 

19. 積極爭取圖書經費，提升館藏品質。 

20. 提升空間與硬體設施品質。 

21. 更新圖書館自動化資訊系統。 

22. 館藏書目品質控管。 

23. 建置知識管理平台。 

24. 升級校園網路基礎建設。 

25. 建構網路監控中心。 

26. 持續配合教務處推動網路教學。 

27. 提升網路服務。 

28. 持續開發校園資訊服務。 

29. 規劃與建構創新校園資訊服務。 

30. 持續配合政府推動自由軟體使用能力。 

47~55 

國
際
事
務
處 

1. 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事務，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 

2. 爭取辦理國際性研討會，提升本校學術及技術水準。 

3. 提供外籍生更具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以強化對校之向心力。 

4. 整合行政、教學及研究單位資源，發展國際化目標。 

5. 邀請外籍訪問學者，提供學生更多元化的師資。 

6. 積極引進外籍學生與交換學生，提升學生學術交流。 

7. 辦理大陸地區學生長短期研習及申請就學，增進兩岸學生交流。 

8. 推動校園國際化，提升學生整體素養。 

9. 推動與國際知名學府締結姊妹校，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 

10.推動國際產業交流計畫，落實國際產學合作。 

11.拓展國際學術交流版圖，推動國際學術與產業接軌，提升本校國際聲譽。 

12.積極尋求優良外籍客座教師，提升本校專業學習與研究品質。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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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進
修
部 

1. 規劃調整各系（所）班級數，符合產業人士進修需求。 

2. 加強行政同仁服務熱忱及效能。 

3. 規劃招生策略，廣拓生源。 

4. 強化學務網頁功能，行政業務全面ｅ化。 

5. 加強導師功能，落實導師制度。 

6. 加強資源整合共用，並提升輔導功能。 

7. 加強學生法治、人文及品德教育。 

8. 因應回流教育及學齡人數下降，調整系（所）班級數，減緩招生不足之

衝擊。 

9. 提昇學生自治能力，營造友善校園。 

10.健全發展學生社團，活動創新多元化。 

11.落實學生生活、生命、品德教育，培養法治精神。 

12.加強導師責任制，落實導師制度。 

60~63 

人
事
處 

1. 人事業務制度化、資訊化，服務品質及效能顧客化。 

2. 推動創新教學，活化教學方法。 

3. 提升師資素質，強化教師專業能力。 

4. 101學年度助理教授達 75%以上。 

5. 組織彈性化，順應 WTO後之世界潮流。 

6. 104學年度助理教授達 77%以上。 

64~65 

會
計
處 

1. 100學年度實施會計資訊系統連線總務處採購系統自動化作業。 

2. 配合教育部要求大學校院及教師落實各類經費支用及核銷作業規定。 

3. 加強經費支用控管，減少浪費。 

4. 開發學校財源，充分運用有限資源，規劃經費使用優先順序，追蹤經費

使用績效。 

5. 加強會計資訊系統與相關單位間資訊系統整合，提升作業效率及管理效

能。 

66~67 

計
畫
管
理
處 

1. 建有立計畫管理制度，推動本校計畫管理作業標準化。 

2. 建立計畫案資料庫，提升計畫申請通過率。 

3. 整合各單位積極爭取計畫補助案，提升本校學術及技術水準。 

4. 管控計畫之執行，確保達成預期執行率。 

5. 推動招生發展計畫，因應少子化時代來臨。 

6. 落實本處組織功能，積極推動計畫管理制度，彰顯執行成效與特色。 

7. 共同推廣教師參與研究計畫，提升本校之學術地位。 

8. 協助推動組織跨領域研究團隊或跨校聯盟，申請重點領域之整合型計畫。 

9. 持續推動招生發展計畫，提升本校競爭力。 

69~72 

 

  

http://www.edu.tw/high/download.aspx?download_sn=3493&pages=0&site_content_sn=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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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系(所)發展重點 

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工
學
院 

1. 建構多元學習環境，提供師生優質研究與學習環境。 

2. 積極參與產官學、全國性及國際性交流活動，提升教學及研究質量。 

3. 整合學院教學、實習、研究空間；提升教學資源之質與量。 

4. 增進產學實質交流，精進產學合作績效。 

74~75 

化
妝
品
與
時
尚
彩
妝
系 

1. 結合環境分析實驗室及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分析技術，規劃相關授課學程

培育專業分析技術人才。 

2. 結合環境分析學程，開設微量分析檢測及生技應用等課程，訓練學生具備

基礎品保分析及生技工程知能。 

3. 整合生技與彩妝學程，焦點於彩妝美容與生技化妝品研發技術發展，致力

健康美容保養品之開發，並結合長庚醫學美容中心技術實務知識交流並融

入教學課程。 

4. 配合產業發展脈動變化，組成教學師資團隊，持續規劃及修訂授課內容。 

5. 培育學生具備創意美容造型設計及諮詢之基本核心能力。 

6. 因應美容產業發展要求，從事人體皮膚檢測之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 

7. 研擬學生實務專題研究方向，依序規劃學生畢業成果主軸展示，開拓學生

就業媒合導引，提高學生就業準備度。 

8. 原化材系實驗室重新規劃建立為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所之專業教學研究

室空間。 

9. 健康美容與美容微整型醫學之整合，將健康觀念－『預防重於治療』，導

入教學與研究。 

81~83 

土
木
與
工
程
資
訊
系(

所) 

1. 強化專業技術研究與教學。 

2. 擴展與工程界實務交流。 

3. 持續推動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4. 落實技職證照，輔導學生就業。 

5. 落實技職教育特色，加強外語課程學習。 

6. 配合系所培育目標，強化實驗室功能。 

7. 持續加強產學合作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91~92 

電
子
工
程
系(

所) 

1. 持續擴充及更新實驗室設備。 

2. 持續推動國際工程認證。 

3. 加強培訓國內各高科技科學園區及工業區廠商所需高科技人才，並推動實

務課程，縮短與業界接軌時間。 

4.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專業檢定與認証，強化技職教育特色。 

5. 鼓勵及輔導教師申請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提升教師研發能力。 

6. 積極推展與業界相關產學合作、推廣培訓教育及學術交流活動。 

7. 持續擴充實驗室設備，提供學生優質專業學習研究環境。 

8. 整合教師研發團隊之陣容，積極參與國際性競賽或承接整合性之計畫。 

9. 繼續推動教師第二專長研習，持續提升教學及研發能力。 

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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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機
械
工
程
系(

所) 

1. 推動及建立五軸加工精密製造與量測技術。 

2. 推動設立及充實創意機構應用設計、玩具（機器人）設計等機電系統整合

與自動化主題實驗室。 

3. 推動中華工程認證（IEET）教學品質及水準。 

4. 推動研究國際化。 

5. 透過工程研究科技中心加強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以提升教學品質與研究水

準。 

6. 推動教學及研究國際。 

107~108 

電
機
工
程
系(

所) 

1. 持續準備 IEET工程教育認證期中訪視。  

2. 持續落實實務教學成果導向機制。 

3. 強化教師產學合作與研發能力。 

4. 持續落實教學助理制度與課後輔導機制提升學習成效。 

5. 持續落實校外實習與技職證照，輔導學生就業。 

6. 強化產學合作與互動關係。 

7. 擴展與穩固生源以鞏固生存及持續發展。 

8. 建立跨校研究團隊，整合研究能量。 

9. 提升產學合作與研發水準。 

10. 推動教學與研究國際化。 

11. 配合政府發展綠能產業政策，發展系所特色。 

115~116 

工
業
工
程
與
管
理
系(

所) 

1. 持續參酌產業發展現況修訂系所發展特色並準備研究所 IEET工程教育認

證期中訪視。 

2. 建立自我評鑑及改善機制，使系所發展目標與產業界結合。 

3. 落實實務課程設計成果，結合產業職缺需求編修教學內容。 

4. 透過 RFID相關證照輔導，教育學生具備 RFID 相關基礎知識及瞭解其應用

於各產業之效益。 

5. 持續增購各實習室之設備，使其教學內容更契合產業界之實際需求，如增

購智慧型機器人競賽相關設備，結合課程提升學生競賽能力；並且調整工

作研究實習室為工作研究暨人因實習室，並採購相關設備，以增強人因工

程方面課程之實習，同時系辦公室添購數位攝影、相機等作為各項活動紀

錄，與製作多媒體教材使用。 

6. 持續汰舊換新各教學空間之設備、添購實施多媒體教學相關設備、檢討地

下室教學環境，添購冷氣及除濕機等解決霉味問題，同時進行現有實習室

防颱措施之改善工作。 

7. 提高教師申請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計畫之通過率，並將產學研究成果融入

專題研究與教學中。 

8. 賡續強化學生自我學習及課後輔導機制提升學習成效。 

9. 整合研究能力以提升教學研究規模。 

10.積極爭取辦理實務性與全國性學術研討會並發展產學合作。 

11.結合 RFID及 ERP 系統，建立製商整合及電子物流特色實習室。 

12.籌設決策分析與績效評估實習室。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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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建
築
與
室
內
設
計
系 

1. 落實畢業設計之實務教學。 

2. 結合地方資源，充實研究設備；組成研究團隊，提升研究能力。 

3. 提升教師素質。 

4. 充實教學研究所需之設施、儀器。 

5. 加強招生宣導，招收優秀學生。 

6. 落實學生實作能力。 

7. 加強實習及校外競賽，推動國際競賽之參與。 

8. 配合政府及民間需求，建立研究特色。 

9. 鼓勵教師進修學位，提升素質。 

10. 建立設計工作室制度，增加設計交流空間，加強師生互動。 

11. 加強宣導，拓展招生來源。 

132~135 

資
訊
工
程
系(

所) 

1. 建置教學型及實務研究型實驗室。 

2. 持續推動國際工程認證。 

3. 秉持技術導向辦學目標，培育學生實務能力，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4. 培訓國內各高科技科學園區及工業區廠商所需高科技人才，並持續加強本

位課程之授課內涵。 

5.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資訊專業檢定與認證，強化技職教育特色。 

6. 鼓勵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提升教師研發能力。 

7. 積極推展產學合作、推廣教育及學術交流活動。 

8. 改善系所空間，提升教學及研究環境品質。 

9. 推動教師第二專長，提升教學及研發能力。 

10.持續建置教學型及實務研究型實驗室，提供學生優質專業學習研究環境。 

11.繼續擴大教師研發團隊之陣容，暢通產官學之溝通橋樑。 

12.持續推動教師第二專長研習，提升教學及研發能力。 

143~146 

生
技
彩
妝
學
位
學
程 

1. 結合環境分析學程，開設微量分析檢測及生技應用等課程，訓練學生具備

基礎品保分析及生技工程知能，以因應精密分析及生物科技時代發展需

求。 

2. 整合生技與彩妝學程，焦點於彩妝美容與生技化妝品研發技術發展，致力

健康美容保養品之開發，結合長庚醫學美容中心技術實務知識交流並融入

教學課程。 

3. 因應美容產業發展要求，購置人體皮膚檢測相關儀器，設立美容儀器實驗

室及美容實習專業教室，以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實習之用。 

4. 依規劃特色發展及培育之核心能力，建構彩妝技術專業教室。 

5. 組成教學師資團隊，持續規劃及修訂授課內容，以配合產業變化。 

6. 預定102學年度併入化材系更名後之化妝品應用系，中程目標將遵循化妝

品應用系之規劃。 

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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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醫
學
機
電
工
程
學
位
學
程 

1. 生物力學教學與研究。 

2. 醫學機電整合教學與研究。 

3. 醫療科技輔具教學與研究。 

4. 醫學模擬實驗室。 

5. 視聽教室暨電腦教室。 

6. 推動與醫療產業界產學合作計畫以提升教學品質與研究水準。 

164~166 

管
理
學
院 

1. 建構多元實務學習環境及教學內涵。 

2. 提升教學資源的質與量。 

3. 穩健管院研究中心的發展。 

4. 檢討管院教學實習空間的設置與使用。 

5. 聚焦系所實務教學特色與目標。 

6. 精進產學研究計畫能量。 

7. 增進學術實質交流成果。 

171~173 

國
際
企
業
系 

1. 規劃商展空間與情境教室模擬設施。 

2. 增購相關檢定題庫系統與模擬軟體。 

3. 鼓勵老師參與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提升教師實務與研究能量。 

4. 培育台商亞太地區跨國經營之國際商務與貿易人才。 

5. 加強專業課程之學習與實習，培育貿易經營實務與國際商務資訊技能兼備

之現代化貿易企業人才。 

6. 落實證照制度，規劃不同等級證照輔導班。 

7. 規劃「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班。 

8. 充實商展空間與情境教室模擬設施，提供更近似職場的展演與商務活動模

擬空間環境。 

9. 開發各種專業檢定題庫系統與模擬軟體。 

10.延續老師參與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增強老師職場知識以及研究能力。 

11.配合台商全球佈局與國際經貿事務人才培訓政策，訓練具有台商跨國經營

的國際商務經營能力的人才。 

12.提升學生經貿外語能力與國際化推動。 

13.落實教學與研究並重，鼓勵教師進修台商跨國企業經營相關之課程。 

17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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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企
業
管
理
系(

所) 

1. 提升產學合作績效，以凝聚業界的教學及研究資源。 

2. 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實施業界實習、參訪及

深化實務專題與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能。 

3. 加強對外考照與競賽，以提升同學就業能力及溝通協調能力。 

4. 加強國際交流，以提升外語能力與跨國文化素養。 

5. 透過課程規劃、專題製作及舉辦競賽活動，培育學生創業管理能力。 

6. 提升產學合作績效，以凝聚業界的教學及研究資源。。 

7. 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實施業界實習、參訪及

深化實務專題與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能。 

8. 加強對外考照與競賽，以提升同學就業能力及溝通協調能力。 

9. 加強國際交流，以提升外語能力與跨國文化素養。 

10.透過課程規劃、專題製作及舉辦競賽活動，培育學生創業管理能力。 

189~192 

資
訊
管
理
系(

所) 

1. 秉持理論與實務並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基礎管理學能及資訊科技應用

能力，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2. 積極辦理各項資管類證照考試與競賽，並鼓勵與輔導學生參與，達成技職

教育特色。 

3. 加強產學研互動，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4. 鼓勵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提昇教師研究能力。 

5. 鼓勵教師參與各項教學成長活動，提昇教師教學能力。 

6. 擴大國際化交流層面，提昇學生學習視野。 

7. 建置特色研究室，提供學生實務專題或研究論文學習場所。 

8. 持續充實特色實習室與研究室各項設施，提供學生進行專業學習之優良環

境。 

9. 積極推展技術服務與推廣教育活動。 

10.承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提昇本系學術研究地位。 

198~203 

財
務
金
融
系(

所) 
1. 落實理論與實務並重的教育目標，培訓財金專業人才。 

2. 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 

3.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4. 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 

5. 延續短期目標配合政府積極推動資訊運用與商業自動化之政策，培訓高級

金融人才。 

6. 專業實習室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7. 申請設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8. 發展專業特色。 

2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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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數
位
內
容
科
技
管
理
學
位
學
程 

1. 秉持理論與實務並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基礎數位內容學能及科技管理

能力，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2. 積極辦理各項數位內容類證照考試與競賽，鼓勵與輔導學生參與，達成技

職教育特色。 

3. 加強業界互動，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4. 鼓勵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提升教師研究能力。 

5. 建置特色實習室，提供學生進行專業學習、實務專題或教師研究論文之優

良環境。 

6. 積極推展技術服務與推廣教育活動。 

7. 承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提升本學程學術研究地位。 

217~219 

創
意
產
業
經
營
學
位
學
程 

1. 建置「創意發想與實作工坊」實習室，提升學生創意思考與實作技能。 

2. 建置學程辦公室，供行政運作空間。 

3. 整合跨院系空間與軟硬體設備，發展學生多元技能。 

4. 增購相關軟體，提升學生利用電腦軟體的設計技能。 

5. 充實「創意發想與實作工坊」實習室設施，提供更新穎的展演與商務活動

模擬環境。 

6. 鼓勵老師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提升教師實務與研究能量。 

7. 落實教學與研究並重，鼓勵教師進修研習創意產業經營之相關課程。 

8. 強化創意設計與商業課程之學習，培育創意設計與行銷經營之創意產業推

廣人才。 

225~227 

生
活
創
意
學
院 

1. 建構多元學習環境，落實技職實務。 

2. 提升教學資源能量，強化技職本位。 

3. 完善產學合作為發展主軸之休閒產業創新中心。 

4. 精緻整合學院教學實習空間與設備。 

5. 精進產學與研究能量，提昇教學品質。 

6. 增進國際化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之實質交流。 

235~237 

幼
兒
保
育
系 

1. 定位本系發展方向，與產業界共同規劃學習課程、實施教學與安排實習課

程。 

2. 培育具兒童文教產業專業領域之教學與研究師資。 

3. 注重實務課程，以落實技職教育特色。 

4. 加強學生具備幼兒輔導與家庭生活教育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5. 提昇兒童教材設計專業教學品質。 

6. 強調專業檢定與認證，培育專業領域人才。 

7. 充實教學研究之設施、儀器。 

8. 擴展幼保專業相關實務能力。 

9. 培育家庭生活教育、兒童藝術創意之教學與研究師資。 

10.增設兒童文教事業研究所。 

11.改建及擴充專業教室。 

12.提昇學生專業技能與創新設計能力。 

13.加強宣導，擴展學生來源。 

24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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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應
用
外
語
系 

1. 以宏觀的理念，規劃課程。 

2. 建立健全行政，推動系務發展。 

3. 建置專業教學設備。 

4. 加強各項輔導措施，增強學生就業競爭力。 

5. 提升學術研究風氣，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6. 申請設立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培育外語文事業經營人才。 

7. 精進教學成果。 

8. 充實教學與研究設施。 

254~256 

休
閒
與
運
動
管
理
系(

所) 

1. 擴大人才培育範圍，符應產業人力需求。 

2. 強化自我評鑑機制，完善自我改善功能。 

3. 持續建構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4. 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5. 加強各項輔導措施，整備學生競爭實力。 

6. 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7. 加強教學與國際化交流。 

8. 鼓勵研究與專業服務。 

261~263 

觀
光
遊
憩
學
位
學
程 

1. 建構本位課程模組，持續提升教學內涵及多元學習環境。 

2. 鼓勵參與專技實務及學術活動，以提升創新研發能量。 

3. 落實業界實務教學，強化職場競爭力及就業力。 

4. 持續購置教學及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 

5. 加強產學研究互動，積極推展技術服務與推廣教育活動。 

6. 參與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提升學術研究能見度。 

269~270 

時
尚
生
活
創
意
設
計
學
位
學
程 

1. 秉持理論與實務並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能力及時尚生活商品

設計能力，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2. 積極辦理各項藝術、設計類證照考試與競賽，鼓勵與輔導學生參與，達成

技職教育特色 

3. 鼓勵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提升教師研究能力。 

4. 建置特色教室，提供學生進行專業學習、實務專題或藝術創作之優良環境 

5. 主辦各項藝術、設計類證照考試與競賽，輔導學生參與，達成技職教育特

色。 

6. 執行生活美學全面參與理念，加強業界互動，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7. 承辦全國性及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提升本學程學術研究地位。 

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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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發展重點 

單位 發展重點 
校務發展 

計畫書頁碼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1. 推動全校通識教育之教學研究與革新。 

2. 加強本國語文與英文教學，藉經驗分享，加強師生人文對話，增進人際 

互動與人文素養。 

3. 持續加強自然與生命科學教學，充實學生基礎科學能力。 

4. 持續參與通識教育策略聯盟並結合社區資源，促進策略聯盟學校與夥伴 

之通識資源分享。 

5. 持續規劃學校特色通識課程，提升通識教育教學品質。 

6. 繼續推動全校通識教育之教學研究與革新。 

7. 續加強本國語文與英文教學，藉經驗分享，加強師生人文對話，增進人 

際互動與人文素養。 

8. 繼續加強自然與生命科學教學，充實學生基礎科學能力。 

9. 繼續參與通識教育策略聯盟並結合社區資源，促進策略聯盟學校與夥伴 

之通識資源分享。 

10.繼續規劃學校特色通識課程，提升通識教育教學品質。 

286~289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1. 強化學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習輔導，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率。 

2. 建立畢業生線上學習之輔導機制，協助畢業生通過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 

3. 持續推動服務學習活動，加強師資生的社會關懷與體會服務的價值。 

4. 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實施「千人業師」實務教學，落實實務致用特

色，以培育具實作能力之優質教育專業人才。 

5. 落實教學實習，強化實習與就業輔導制度的運作，增強學生職場競爭力。 

6. 依照社會趨勢、教師專長與市場需求，申請設立教學相關學分班。 

7. 結合本校學習、生涯輔導資源、健全學生身心健康，落實輔導功能。 

8. 建立產學合作之夥伴關係，加強本中心與實習學校之夥伴關係，結合教

師專長與實習學校特色，促進教學、研究與計畫之合作。 

9. 推展校際合作之師資培育策略聯盟，以加強課程、教學、研究等方面的

整合。 

293~296 

藝
術
中
心 

1. 規劃校內藝術相關課程。 

2. 定期舉辦視覺藝術展覽活動，豐富藝術視野。 

3. 定期舉辦表演藝術與音樂會活動。 

4. 定期舉辦文化藝術專題講座與課程。 

5. 培養校園藝術種子，落實藝術融入校園生活，帶動校園藝術融合。 

6. 開辦市民學苑之社區藝術欣賞課程，並加強與社區實質之互動。 

7. 結合社區人力資源，帶動社區文化藝術活動力。 

8. 強化本中心藝術網站，全民分享藝術資源。 

9. 分階段強化藝術科技保存修復組。 

10. 推動校園藝術無障礙空間。 

11. 扮演校園／社會藝術大使的崇高任務。 

12. 觀察研究台灣當代藝術並從社會學的角度強化藝術展演效能。 

13. 擴展藝術網路傳輸功能，強化藝術網路聯絡系統。 

14. 分階段強化藝術科技保存修復組。 

3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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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本校一直秉承德、智、體、群、美、技六育平衡發展的教育方針，配合國家經建政策及

工商資訊發展需要，建構良好的教學與研究環境，提供學生優質學習情境，重視通識全人教

育，著重實務致用人才培育，積極培育富創意、宏觀、具國際視野之人文兼融科技人才。 

為臻於此，規劃中長程發展計畫目標如下： 

1. 重視職涯發展，關懷學生學習，強化師生互動，提昇教育品質。 

2. 規劃完善通識與專業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 延續實務導向教學，符合業界需求之訓練。 

4. 辦理藝文展演活動，陶冶師生人文藝術氣息。 

5. 建置優質的教學與學習環境，推動師生創造力教育。 

6. 建構無所不在的優質數位學習環境，提升教學效能。 

為全面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就業競爭力，本校教學發展重點係在於緊密掌握產業脈

動，持續檢討符合產業需求之課程規劃，並運用更多元的教材與教學教法，俾使學生適性發

展與習得專業技能，培育學生不僅成為具備專業知能的科技人，更能成為具備宏觀視野的文

化人，適應多元化、民主化和國際化的社會。 

為達成上述校務發展計畫目標，規劃依「教師成長」、「課程規劃」、「教學發展」、「學生

輔導」、「實務研究」、「國際合作」、「圖書資訊」與「校園環境」等八個面向具體發展實施策

略，以實踐正修科技大學(Cheng Shiu University)成為一所建構智慧的大學(Create Smart U)

之願景。並制定語文表達與溝通(Language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資訊素養與科

技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echnology)、實務技能與創新(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及團隊合作與倫理(Teamwork and Ethics)等全校四大核心能力指標，作為學生

學習努力的目標。 

100-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劃係以校務中長程發展計劃為藍本，以「學習創新」、「教學創

新」與「機制創新」三大面向，培養師生「新思維(i-soft power)」與建立「新實務(i-hard 

power)」，協助師生開發「iSmart Power」。計畫主軸包括：「主軸一、自主思維‧多元學習」、

「主軸二、技能實務‧創新實踐」、「主軸三、新知思維‧活化教學」、「主軸四、導入實務‧

產學接軌」與「主軸五、iSmart 永續工程」等 5大主軸，計畫具體目標如下： 

(一) 協助學生自我創新、多元博雅紮根學習，養成自主思維能力。 

(二) 厚實基礎核心能力、創新實踐實務技能，培育優勢就業能力。 

(三) 充實教師教學成長、分享創意教學經驗，活化新知教學模式。 

(四) 強化業界交流經驗、導入實務產學接軌，開創產學合作能量。 

(五) 推動 M化教學資源、再造新穎實務課程，實現績效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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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系所發展重點及設備添購關聯性 

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化
妝
品
與
時
尚
彩
妝
系(

所) 

二(二)6 

健康美容與美容微整型醫

學之整合將健康觀念－

『預防重於治療』，導入教

學與研究。P.83 

二(一)3 

化妝品實驗教學基礎教育

訓練 P.82 

八(一)2 

視聽教學設備多媒體化

P.88 

水療沖射淋浴設備 

冷藏樣品保存箱 

單槍投影機 

電動銀幕 

數位電子看板 

播放盒 

無線網路控制設備 

數位型黏度計 

紅外線水分儀 

抗壓代謝機 

均質機 

推脂機 

專業低週波美體儀 

高週波儀 

營養導入雜質導出

儀 

鑽石微雕機 (九探

頭) 

女裙型人檯 

女褲型人檯 

1.整合生技與彩妝學程，焦點於彩

妝美容與生技化妝品研發技術發

展，致力健康美容保養品之開

發，並結合長庚醫學美容中心技

術實務知識交流並融入教學課

程。 

2.結合環境分析學程，開設微量分

析檢測及生技應用等課程，訓練

學生具備基礎品保分析及生技工

程知能。 

3.培育學生具備創意美容造型設計

及諮詢之基本核心能力。 

4.健康美容與美容微整型醫學之整

合，將健康觀念－『預防重於治

療』，導入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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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土
木
與
工
程
資
訊
系 

1. 二-（二）-2 -(5)整

合地理資訊系統、遙

測與全球定位系統等

空間資訊處理技術應

用於教學。並以開發

空間資料蒐集載具，

結合應用軟體，應用

雲端科技技術，培育

空間資訊技術專業人

才為標的。P.92 

2. 二-（二）-2-(1)、(4)

配合材料科技之發

展，培育新材料研發

與檢測技術之人才，

提升技術與應用相融

之研究與教學成效。

P.92 

個人電腦 

電子式荷重計 

音量檢測儀 

橋梁傾斜監控設備 

危害氣體行動監測

裝置 

1. 配合本系系目標已有多位老師

投入防災監測領域，不但具有

國科會研究成果及專利，而且

也與業界有多項合作計晝。其

成果可融入相關課程，將新技

術引導學生學習。 

2. 配合課程規劃，使理論與實驗

並行，學生可從學習中了解完

整之防災監測及量測技術。 

3. 結合系現有設備，增添防災監

測儀器及感測器，配合新設課

程，加強資料庫分析，學生可

從學習中了解建立各項災變危

害度分析。 

4. 進行廢棄物作為綠色新材料的

開發或新技術研究。進行先期

型綠色新材料的技術研究。加

強綠色材料、綠色設計、綠色

生產。 

5. 新購設備以配合教育部推動災

害防治教育及公共工程安全監

測計劃，培育災害防治技術、

工程安全監測相關技術人才。

配合國內營建工程環境之需

求，培育相關新技術、新工法

及管理方法之技術人才。 

電
子
工
程
系(

所) 

1. 規劃半導體封裝模擬

系列課程所需軟體(中

程目標之(二)1-(1)；

(二)3-(1)~(3) P.100 

2. 規劃半導體封裝模擬

系列課程所需軟體(中

程目標之(二)1-(1)；

(二)3-(1)~(3) P.100 

ANSYS模擬軟體 

Moldex3D模擬軟體 
Altium Designer軟體 

電波無反射室微波

暗房 

智慧型感測模組 

智慧型機器人控制

模組 

網路分析儀多工器 

雲端無線電力監控

系統開發平台 

光量子計 

ARM Cortex-M0 微控

制器平台 

電源供應器 

數位電錶 

函數波產生器 

ArduionADK 系統實

驗平台 

1. 加強實驗室教學設備持續推動敎

師修習第二專長訓練、訓練學生

模擬實作提升學生實務能力。 

2. 訓練學生模擬實作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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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機
械
工
程
系(

所) 

二-（一）-2 推動設立及

充實創意機構應用設計、

玩具（機器人）設計等機

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

實驗室。P.107 

桌上型變速車床 

桌上型變速車床 

程式控制器  

可程式控制編輯軟

體 

類比輸入模組  

類比輸出模組   

教學機 

MasterCAM軟體 

Unigraphics NX軟體 

CATIA ED2教育版軟體 

改善大學部相關實習軟硬體設備,

以提升學生實務能力。 

電
機
工
程
系(

所)
 

配合政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色。 

策略（1）：聘請產官學專

家舉辦座談會，建立溝通

管道。 

策略（2）：配合政府綠能

產業發展，培養綠能專業

人才。 

中程目標第 3項，P.116 

多用途電源供應器 

多用途負載箱 

單三相感應電動機

接線實驗裝置 

磁粉式動力計 

PLC教學機 

PCB裁板機 

吸煙器 

數位恆溫吸錫台 

雙層真空曝光機 

燈頭量規組 

烤箱 

閃頻式轉速計 

高頻火花模擬器 

LED燈控制器恆溫箱 

低階伺服器 

直立型不斷電 

系統 

永磁式伺服馬達之

拆解示意板 

感應馬達之拆解示

意板 

電源供應器 

1. 可供日間部與進修部四班共約

200 多位四技三年級學生，搭配

控制系統實習課程上課所使用。 

2. 提供電機與控制組二班 100 人於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課程實習

使用，將使目前 3 人一機的情況

改善為 2 人一機，進而提升至 1

人一機，提升實驗的學習品質，

並可提供學生於實務專題時使

用。 

3. 提供大學部 4 個班級、進專部 1

個班級使用，合計約 250 人、有

助於電機機械實習原理理解與電

機之組合實務。 

4. 可供日間部與進修部四班共約

200 多位四技三年級學生，搭配

單晶片實習課程上課所使用。 

5. 可供日間部與進修部四班共約

200 多位四技三年級學生使用，

搭配光電實習與 LED 照明與應用

課程上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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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工
業
工
程
與
管
理
系(

所) 

1. 整合研究能力以提升

教學研究規模-鼓勵教

師參與國際交流活動

及帶領學生參加國際

研討會發表論文，提升

本系師生國際化之深

度與廣度。 

二-(二)-1-(3) 

2. 積極發展產學合作計

畫，建立永續性產學合

作機制-導入製程模擬

分析軟體對工業製程

進行模擬預測與品質

分析，協助產業縮短產

品開發週期。 

二-(二)-3-(1) 

3. 結合 RFID及 ERP 系

統，建立製商整合及電

子物流特色實習室-在

現有的 RFID設施與工

廠生產線情境下，將目

前熱門的物聯網與雲

端技術導入，擴充現有

RFID應用情境成為先

進的智慧化工廠生產

線。 

二-(二)-4-(2) 

4. 評估結合 TRIZ與風險

管理設立創新與專利

管理研究室，協助產業

作內部稽核、品質改善

與工安預防。 

二-(二)-7 

5. 結合 RFID及 ERP 系

統，建立製商整合及電

子物流特色實習室-在

現有的 RFID設施與工

廠生產線情境下，將目

前熱門的物聯網與雲

端技術導入，擴充現有

RFID應用情境成為先

進的智慧化工廠生產

線。 

     二-(二)-4 

單槍投影機 

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 

伺服器 

模流分析軟體 

先進排程軟體 

風險管理應用工具

軟體 

射出成型製程分析

軟體 

OptiY 工程應用之最

佳化統計分析軟體 

SIMUL8 軟體 

智慧型手機 

多功能小型對講機 

物流雲端管理軟體 

1. 搭配高等生產管理課程 

2. 搭配生產管理課程 

3. 搭配供應鏈管理課程 

4. 搭配物料管理課程 

5. 搭配物流管理課程 

6. 搭配「作業風險管理」課程實施。 

7. 每年指導學生進行 TRIZ 與風險

管理相關研究（專題或論文）平

均 5件。 

8. 每年輔導約 30 名學生考取產品

電子碼應用認證 EPCGlobal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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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建
築
與
室
內
設
計
系 

二-(二)-2-（3） 

建立研究室推廣師生研究

風氣。P.134 

筆記型電腦 

液晶顯示器 

建築專業繪圖軟體

(SketchUp) 

建築專業繪圖軟體

(CorelDraw) 

建築專業繪圖軟體

(V-Ray) 

教學提示機 

木工裁斷機 

工業用吸塵器 

風壓釘槍 

油漆噴漆槍 

空氣壓縮機 

建立本系數位化設計教學特色，並

提升實務研究之能力 

資
訊
工
程
系 

(二).1.(1) 

建置教學型及實務研究型

實驗室 P.145 

單眼數位相機 

筆記型電腦 

繪圖機 

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平台 

生醫信量測監控系

統 

1. 充實教學儀器設備、提升教學品

質 

2. 充實教學儀器設備、提升教學品

質，使學生了解手持式行動裝置

組成架構、運作方式及應用，培

育學生具備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撰

寫及開發能力，結合雲端技術及

智慧型感測技術之應用。 

醫
學
機
電
工
程
學
位
學
程 

二-(二)-1 醫學機電整合

教學與研究。P.165 

數位式儲存示波器 

電源供應器 

函數信號產生器 

數位電錶 

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 

1. 提供生理學及實驗(4)、生物力學

(2)、復健工程(3)、醫學工程實

驗(3)、感測器原理及應用(3)、

精密量測及實驗(3)等課程及研

究使用，可供四技三班、學分班

二班、學生 180 人次使用，使用

率 18/40。 

2. 提供電子學與實習(4)、生物統計

(2)、創意思考訓練(3)、醫學工

程實驗(3)、精密量測及實驗

(3)、醫學機電專題(3)等課程及

研究使用，可供四技三班、學分

班二班、學生 180 人次使用，使

用率 18/40。 

3. 提供電子學與實習(4)、電路學與

實習(2)、創意思考訓練(3)、醫

學工程實驗(3)、醫學機電專題

(3)、校外競賽(3)等課程、競賽

及研究使用，可供四技三班、學

分班二班、學生 180人次使用，

使用率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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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國
際
企
業
系 

1. 中程目標 5.(1).增加

外語課程之比重。提

升英文能力訂定最低

英語檢定畢業門檻。

P.181. 

2. 中程目標 5.(1).增加

外語課程之比重。提

升英文能力訂定最低

英語檢定畢業門檻。

P.181. 

3. 中程目標 2.(1). 與業

界合作開發會計、電腦

與相關證照題庫模擬

考軟體，創造產學合作

的模式。P.180 

單槍投影機 

液晶電視 

平板電腦 

個人電腦 

數位講桌 

1. 配合 18-B0104 筆電上課投影的

問題 

2. 協助國企系 3 台電腦主機螢幕切

換問題，增加網頁維護之效率 

3. 解決 18-B0104 網路連線連接阜

不足問題 

4. 透過英文角落，播放 CNN、BBC、

BLOOMBERG 商業英文，增強學生

多益聽力能力及培養國際視野 

5. 更數位講桌以提供多元化多媒體

教學設備，並加強學生證照輔導

的用途。 

6. 提昇教師與行政使用電腦軟體更

新，以協助行政、產學工作之運

作，並鼓勵老師開發各種專業檢

定題庫。 

7. 規劃商展空間與情境教室模擬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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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企
業
管
理
系(

所) 

二-（二）-2-(1)隨科技發

展更新軟體與設備，以輔

助實務技能之養成。頁

190。 

配合系組由投資理財組更

換為流通管理組，建立對

應的實務實習演練教學環

境。 

流通大師 BSMS 經銷

存管理系統軟體 

前端 ENPOS收銀軟體 

影音互動演練與協

同教學軟體 

多功能影音廣播教

學軟體 

高階觸控型教學主

機系統 

門市經營管理與互

動演練教學管理

主機 

條碼機 

手握式掃描器 

1. 可提供學生在各自桌上主機模擬

操作門市收銀作業及門市經營運

作演練，以 4-5 人小組為單位，

每人均可實際親身操作 POS 系統

及門市經營進銷存作業，提升學

生實務操作的熟練度。 

2. 建構流通管理組的特色。 

3. 不僅授課教師可由主機螢幕監看

學生操作的正確性，產學合作業

師更可以直接在遠端藉由雲端網

路進入系統進行演練教學互動

(影音與操作互動)，達到協同教

學的效果。 

4. 與業者進行多樣產學合作，如由

業者提供自家 POS 系統，學校在

四上代訓有意願四下到該公司門

市校外實習的學生；承接業者新

進員工門市服務委訓案。 

5. 與產攜合作企業設備接軌，強化

產攜流通服務專班設備特色，提

高申請通過機率。 

6. 將演練過程自動錄影紀錄，呈現

與典藏學習成果，有助於 104 評

鑑的教學成果展現。 

7. 提高門市服務證照考取率。 

8. 配合商業禮儀、門市服務、流通

概論、零售管理、銷售實務、連

鎖企業管理等課程。 

創
意
產
業
經
營
學
位
學
程 

二-(二)-3 強化創意設計

與商業課程之學習，培育

創意設計與行銷經營之創

意產業推廣人才。P.223 

色票 

木工工具組 

縫紉機 

美工繪圖軟體 

泡茶機 

液晶電視 

教學工作台 

展示櫃 

繪圖板 

全彩掃描器 

1. 提供創意製作與實作教學與討論

的空間。 

2. 提升學生競賽與展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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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資
訊
管
理
系 

二-（二）-2策略(1)(3) 

訂定以「數位化創新應

用」、「電子化服務」、以及

「多元化智慧延伸」三項

領域為本系現階段之發展

特色。P.201 

個人電腦 1. 數位內容實習室可供虛擬實境、

互動式網頁設計、數位媒體企

劃、電腦動畫設計，3D 動畫製

作、多媒體應用等課程使用，每

學年約有 30 個班級(含數位學程

3 班)約 1500 位學生，可強化學

生數位內容實作能力。 

2. 支援虛擬實境課程實習共 4 班約

200位學生。 

3. 每學年可產出虛擬實境相關專題

2 件、研究論文 4 篇，學生參加

虛擬實境相關競賽 4 隊、提出產

學合作計畫 2件 

數
位
多
媒
體
學
位
學
程 

二-（二）-1 建置特色實

習室，提供學生進行專業

學習、實務專題或教師研

究論文之優良環境。 

成音編輯軟體 

互動開發套件 

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 

網路交換器 

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 

1. 每年完成畢業製作品 10組。 

2. 產學合作案，每位教師一人至少

一案。 

3. 每班學生參與產學案達 15%以

上。 

4. 使用率以四年級生及產學合作案

為主，使用率 24 Hrs/week。 

5. 使用率:21 Hrs/week，每學期使

用學生數 120人。 

6. 可支援課程:數位內容概論、2D

動畫、3D動畫製作、後製與特效

等課程。 

幼
兒
保
育
系 

二（二）-4-(1) 

二（二）-2-(6) 

提升學生藝術與美學上素

養和規劃兒童藝術課程與

教學 

協助學生將理論與實務做

結合，提升未來職場競爭

力 P.246 

數位相機 

數位實物提示機 

1.為配合本系兩大課程模組--兒童

「托育教學組」及「活動與教材設

計組」的課程，特提供材料及設

備，供學生使用，以協助學生將理

論與實務做結合，提升未來職場競

爭力。 

2.藉由課程訓練培養學生表演潛能

力 

3.提供畢業公演演練場地 

4.劇場配合課程所需，每月至少一

次小型表演或舉辦活動 

※搭配課程：兒童學習環境設計

與實務、兒童活動設計與實習、展

示設計、兒童戲劇、藝術教材設

計、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幼兒戲

劇設計與應、兒童戲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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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應
用
外
語
系 

中程目標:充實教學與研

究設施: 

二（二）-2-(3) 

建置多媒體語言專業教室

及教師研究室設備，推動

學生應用外語能力處理即

時資訊並打造培育就業職

能之訓練實務環境。P.252 

個人電腦主機 

教師端主控電腦 

高階版控制電腦 

語言教學控制主機 

數位錄音教材編輯

器 

視訊交換控制系統 

數位語音收集系統 

數位錄音語言學習

子機 

維持專業教室配備正常，達成語言

教學視聽化，以提升教學活動品質。 

使其達成可做完整語言教學及兼顧

校內外各種考試使用。 

時
尚
生
活
創
意
設
計
學
位
學
程 

1. 二-(二)-1-(3) 增購

各專業教室之設備與

電腦相關軟體，以配

合課程需要，做為學

生專業訓練之用。

P.275 

2. 二-(一)-1-(4) 持續

延聘視覺設計與時尚

生活商品設計相關專

長之師資，以符合本

學程發展特色。P.274 

筆記型電腦 

個人電腦 

伺服器軟體 

控光幕 

背景紙 

建立本系多媒體設計教學特色，並

提升實務研究之能力，累積教學資

源與學習成果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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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系 

（一）短程目標 

1.-策略(2) 

3.-策略(1)  

4.-策略(1)  

（二）中程目標 

1. -策略(2)  

2.-策略(2)  

 

（一）短程目標 

1.-策略(1) 策略(2)  

3.-策略(1)  

4.-策略(1) 策略(7)  

5.-策略(4)  

（二）中程目標 

1.-策略(2)  

2.-策略(2)  

3.-策略(2)  

 

（一）短程目標 

1.-策略(1) 策略(2)  

3.-策略(1)  

4.-策略(1)、策略(6)、策

略(7) 

（二）中程目標- 

1.-策略(2) 體育室器材

室 

2.-策略(2)  

3.-策略(2)  

檯式單熱開水器 

削冰及碎冰兩用刨 

登山車 

公路車 

網球發球機 

電腦網球拍穿線機 

電腦羽球拍穿線機 

專業登山車  

電子顯示扭力鈑手 

輪圈校正台 

自行車維修工作架 

自行車訓練台 

球類運動雷達測速

槍 

1.休運系所 5 門課程：餐飲管理、

咖啡調製、餐飲微型創業、花式調

酒、飲料管理；使用人數達 200人。 

2.配合休運系所 14 門課程： 

運動生理學、運動與健康促進、運

動科學實務、運動與健康概論、運

動傷害與防護運動按摩、都會休閒

產業經營管理、休閒活動領導、休

閒活動規劃、社區休閒營造與服

務、運動訓練學、健身運動指導理

論與實務、運動科學實務、運動科

學儀器操作、運動生物力學、健身

運動指導科學；使用人數達 500 人

使用。 

3.可配合健康體適能生理檢測或銀

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證明騎自

行車對人體健康促進之影響。 

4.休運系所相關 9 門課程：運動訓

練學、羽球指導理論與實務、健身

運動指導理論與實務、運動科學實

務、運動傷害與防護、運動科學儀

器操作、運動生物力學、羽球運動

科學、健身運動指導科學；使用人

數達 450人使用。 

5.可配合執行健康體適能生理檢

測、羽球運動能力評估、專題製

作實驗或協助鄰近高中職專業團

隊運動能力評估等檢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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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餐
飲
系 

(一）短程目標 

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符

應產業人力需求 

策略（1）強化課程設計，

達成培養餐飲菁英之目

標。 

策略（2）培育具餐飲專業

知能與工作態度之經營管

理服務專業人才。 

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提

昇學生學習效果 

策略（1）持續充實現有專

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

動教師專業成長 

策略（1）配合人才培育目

標，開設就業學程、證照

課程、實務課程與創思課

程。 

策略（2）管控教學品質，

落實多元教學、多元評

量。 

策略（6）鼓勵教師爭取產

學合作案與研究計畫案。 

5.加強各項輔導措施，配

合學生專業競爭力 

策略（3）加強證照考試輔

導，配置專人負責。 

 

（二）中程目標度 

1.專業與實務精緻化 

策略（1）完善餐飲廚藝模

組課程。 

策略（3）增購發展特色所

需之教學研究設備，以配

合教學所需，迎合業界之

實際人力需求。 

2.學界與產業建教連貫化 

策略（1）強化建教合作，

與業界全面接軌。 

中餐廚藝專業教室 

1. 支援乙、丙級檢定。 

2. 地方食材烹飪與製作。 

3. 教授餐飲產業專業技能、並輔

以現場考照及實務操作。 

4. 提供學生創作能力，學習實務

操作。 

西餐廚藝專業教室 

1. 支援丙級與他國證照檢定。 

2. 異國料理之食材烹飪與製作。 

3. 傳授餐飲產業專業技能、並輔

以現場考照及實務操作。 

4. 提供學生創作能力，學習實務

實作。 

烘焙及點心製作專

業教室 

1. 支援乙、丙級檢定。 

2. 地方食材烹飪與製作。 

3. 提供學生創新能力，學習實務

實作。 

中餐廚藝示範教室 

1. 傳授餐飲產業專業技能、並輔

以現場考照及實務操作。 

2. 地方食材烹飪與製作。 

3. 提供學生了解製作過程實務操

作與創作之學習展示。 

4. 中餐相關食材與產品創作發表

展示製作。 

烘焙與西餐廚藝示

範教室 

1. 傳授餐飲產業專業技能、並輔

以現場考照及實務操作。 

2. 地方食材烹飪與製作。 

3. 提供學生了解製作過程實務操

作與創作之學習展示。 

4. 西餐相關食材與產品創作發表

展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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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觀
光
遊
憩
學
位
學
程 

二、(二)、1、(4) 建立學

程專業特色教室，持續採

購課程所需軟硬體設備。

P.266 

世界時區展示牆面 

數位電子相框 

液晶螢幕 

個人電腦 

餐旅英文字彙訓練

教學系統100人授

權版 

航空英文字彙訓練

教學系統 

1. 提供專業課程教師多元教學訓

練，改變傳統教學模式，以創

新思維化教學，激發學習興

趣，每班授課人次達 51位。 

2. 提升教學環境品質，提升學生

滿意度達 90%。 

3. 辦理遊程景點拍攝活動，提供

數位化展示教學成效，每年至

少 10件。 

4. 以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之

精神，創新實務課程規劃，提

升教師與學生實務畢業專題達

100%，內容豐富度提升 80%。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1. 二-(二)-2-(2)繼續申

請並執行教育部相關

計畫，深化本國語文教

學成效 P.284 

2. 二-(二)-5-(3)繼續充

分 運 用 情 境 教室 教

學，陶冶學生人文涵養

P.285 

單槍投影機 

數位講桌 

個人電腦 

精密狹縫干涉與繞

射實驗 

薄透鏡與面鏡幾何

光學 

靜電演示箱 

伯努利實驗 

 

1. 讓通識課程教學內容更加多元

化，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2. 情境教室的情境氛圍營造及其

功能擴增，實有助於課程的進

行及成果展演。 

3. 改善通識中心教學及行政用儀

器設備 

4. 提升教師教學及通識中心行政

業務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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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發展重點及設備添購關聯性 

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圖
資
處 

1. （二）中程目標（102

至 104 學年度）1.積

極爭取圖書經費，提

升館藏品質。策略

(1)、(2)、(3) P.51 

2. 實現中程目標之第三

項更新圖書館自動化

資訊系統-策略（2）

導入圖書館各項應用

資訊系統，加強自動

化作業，並提升工作

效率。P.51 

3. 實現短程目標之第七

項改善設備與空間環

境策略（2）規劃完善

的影音視聽環境P.48 

圖書、期刊與非書資

料 

多媒體視聽及數位

檢索服務設備 

1. 充實圖書館各項專業圖書及教

學資源，提供師生全面性與專

業性的圖書，讓圖書館能發揮

支援教學與研究之功能。 

2. 提升自動化系統之作業功能改

善系統之操作方式，有助簡化

軟體及應用程式的安裝，以最

少的人力、最快的速度、最便

利的管道，提供最佳品質的資

訊服務。 

3. 改善視聽教室環境，提供滿足

群組學習、教學互動需求之功

能，並提供 Full HD 1080 解析

度,滿足 HD高畫質影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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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事務發展重點及設備添購關聯性 

單位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設備 預期成效 

學
務
處
課
外
活
動
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 

(一).5.策略(2) P.26 

 

課外活動自治化 

(二).5.策略(2) P.28 

筆記型電腦 

伺服器 

單眼數位相機 

數位攝影機 

電腦穿線機 

喇叭套 

喇叭立架(含防磨提

袋) 

木吉他前級 

阻抗匹配轉換盒 

12"監聽喇叭(含架.

套) 

五音排鼓 

大獅鼓 

揚琴 

琵琶 

柳琴 

中阮 

古箏 

大提琴 

高胡 

中胡 

二胡 

碳鉛木魚 

移動式擴音機 

透過硬體設備的改善，在良好的設

備支應下，學生社團能將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活動做更好的呈現，達

到理想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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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一）提升師資素質 

就學校整體發展而言，師資素質之提升是重要指標，本校現有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為332

人，佔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76.85%，仍有成長空間。因應少子化，未來持續獎勵教師進

修博士學位或取得第二專長，並提供學費補助，以提高教師進修意願，進而提升師資素質

及教學品質。鼓勵教師升等以強化師資結構，預估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例至102學年度將達

77%以上。 

（二）提升研究質量 

經常門除支用補助新聘教師人事費外，依規定將提撥30%以上獎勵補助經費作為教師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及改進教學之用途，並積極鼓勵

教師研究及論文發表，提高教師於SCI、SSCI 和EI 等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之篇數，加強

產學合作，鼓勵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開發專利技術、參與政府機關之研究及規劃案等，

以提升教師研究質量。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四點規定自96年度

起，於經常門中提撥2%以上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經費至多1/4可用於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以促進學生事務工作推行。 

（四）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及個人素質 

補助職工參與業務研習及進修補助，辦理校內職工訓練，充實職工專業知能，培育專

職人才，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與品質。 

（五）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為提升教師教學成效，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以符合各系所改善教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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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規定辦理，並配合本校中程計畫發展及學校整體經費、資源整合考量下，進行資本門及經常門

經費之編列與執行，本年度資本門及經常門之獎勵補助款分配比率為 70%：30%，學校自籌款依

本年度整體經費需求訂之，提列獎勵補助款 11%，其資本門及經常門分配比率為 70%：30%；資

本門運用購置於教學儀器設備、圖書自動化及圖書期刊、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經常門運

用於教師改善教學研究獎助及師資結構。 

（一）分配原則 

1. 資本門 

(1) 依據教育部「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辦理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 

(2) 依中長程計畫及發展學校或單位之重點特色為主，由各單位提出需求應以教學研究儀器設

備為優先考量，其中以使用率高且迫切需求之設備為先，以改善教學研究環境、提升教學

研究品質。 

(3) 所提出之計畫優先序務必符合經費分配兩大原則，才得以參與本獎勵補助款經費之分配。

分配原則為(1)符合學校中程計畫並發展重點特色。(2)符合院、系、中心之發展及培育目

標(以近程發展為優先)；另持續提高西文圖書期刊及電子資源經費，以充實館藏。 

(4) 資本門之儀器設備部分分配及審查作業依本校「年度儀器設備經費編列辦法」及「儀器設

備經費編列審查實施要點」辦理，(詳見 45~47頁)。 

2. 經常門 

(1) 依據本校「提高師資素質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使用辦法」為經常門核配之總依據，各項比

例係依前一年度使用情形酌予分配。 

(2) 教師研究費中教師研習、著作依前一年度比率分配，由各系控管，使用至 10 月底，11 月

起由人事處收回統一控管。 

(3) 教師進修依據當年度進修教師進行估算。 

(4) 教師送審由人事處依往年送審案件平均值予以編列。 

(5)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經費由人事處控管，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6) 研究、改進教學依前一年度使用狀況編列。 

(7) 在 5％以內支用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另提撥 2％以上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

作。 

(8) 各單位改善教學且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納入本項經費。 

（二）分配程序 

1. 各需求單位召開相關規劃會議，提出需求。 

2. 組成全校性專責規劃小組進行規劃：小組成員由總務、教務、學務、研發、圖書資訊、會

計、人事、計畫管理處等單位主管、各院院長及各系教師代表組成，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 

3. 決議分配原則、規劃項目、經費、各單位分配額度。 

4. 各需求單位根據專責規劃小組之決議，調整需求項目，並決定該單位之優先次序，以為執

行之準據。 

5. 依教育部規定時程提出申請。 

6. 修訂計畫：依教育部核定之獎勵補助項目及額度修訂原計畫，並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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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年度儀器設備經費編列辦法 

 97.02.25 校務會議通過 

98.02.23；99.11.1；100.09.13；101.09.17 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配合本校校務發展需求與特色，公平合理分配各單位年度儀器設備經費，並提升教

學與行政之品質，特訂定「年度儀器設備經費編列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儀器設備經費採年度編列，各單位須研提「儀器設備經費編列申請計畫書」，

交由經費審查小組進行經費額度審查。有關「儀器設備經費編列申請計畫書」之相關

內容，另訂「儀器設備經費編列審查實施要點」規範之。 

第三條  經費審查小組成員由行政單位主管、學術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及校長指派之人員所組

成，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參與。 

第四條  儀器設備經費額度分為基本額度、績效額度及專案額度，說明如下： 

一、 基本額度： 

（一） 系所、學位學程：  

1. 日間部（不含各學制專班、碩士班與博士班班級數）： 

工學院各系 5班以內 40萬元，每增加 1班 7萬；管理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各

系 5班以內 20萬元，每增加 1 班 5萬。 

2. 進修部、各學制專班與附設院校： 

工學院各系 5班以內 20萬元，每增加 1班 4萬；管理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各

系 5班以內 10萬元，每增加 1 班 3 萬。 

3. 碩士班（含碩士專班班級數）： 

工學院各系所 2班以內 20萬元，每增加 1班 3萬；管理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

各系所 2班以內 10萬元，每增加 1班 2萬。 

（二） 新設立系所與學位學程： 

工學院各系所與學位學程 50萬元；管理學院、生活創意學院各系所與學位學

程 40萬元。 

（三） 通識教育中心 20萬元，師資培育中心 10萬元。 

二、 績效額度： 

（一） 依學院劃分，各院依系所特色訂定評比指標，項目得包含研究計畫（國科會

及產學計畫）、服務、教學、論文著作與新創育成等 5項成果，評比項目得

依學校當年度重點發展需求加權計算。依各學院績效總排名或各系達各項評

比指標基本門檻並與上一年比較，績效進步達 10%以上者，取若干單位給予

績效額度。 

（二） 各單位獲得教育部或政府相關部會之計畫（不含前項研究計畫），得依補助

經費評比排名，取若干單位另行給予績效額度。 

三、 專案額度：為各單位依發展特色或跨單位整合之需求，得由各單位（藝術中心、

圖書資訊處、科技中心及院、系所）於計畫書中同時提出申請。 

第五條  前條儀器設備經費之各項額度，得視本校整體預算規劃與經費來源，彈性調整之。 

第六條  儀器設備經費經審查小組審查後，陳報預算分配委員會審議，並得定期追蹤執行成

效。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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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儀器設備經費編列審查實施要點 

（102 學年度及 103 學年度適用） 

101.08.13 行政會議通過 

一、 目的 

為配合校務發展需求與特色，並提升教學與行政之品質，特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年度儀器設

備經費編列辦法」訂定「102學年度及 103學年度儀器設備經費編列審查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申請單位 

本校所有教學單位（院、系所、學程）、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圖書資訊處、藝術中

心、各科技中心皆應提出申請。 

三、 經費編列原則與期程 

（一） 本次經費編列期程為期 2學年（4學期），包含 102學年度及 103 學年度。 

（二） 經費編列項目以資本門為主，不得編列人事費與業務費，且各單位所提經費預算以

每學期不超過下列額度為原則，惟有特殊事項得以另簽處理。 

1. 工學院（系所、學程）：250萬元。 

2. 管理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系所、學程）：150萬元。 

3. 其他單位：100萬元。 

（三） 本次之儀器設備經費編列中，需包含於本校「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中所提報之經

費。 

四、 審查要項 

審查內容包含：單位中長程發展與研發特色發展之關連性、資源整合及行政支援情形、預期

成果、經費運用與編列之合理性及必要性等。 

五、 審查機制 

由本校行政單位主管、學術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及校長指派之人員等，組成「儀器設備經費

審查小組」，根據各單位研提之計畫進行審查作業，審查程序分二階段辦理： 

（一） 初審：由「儀器設備經費審查小組」依各單位所提申請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必要

時得請各單位列席簡報。 

（二） 複審：依各單位修正之申請計畫書，分配該學年度儀器設備經費，陳報預算分配委員

會審議核定及校務會議議決。 

六、 經費核定額度 

儀器設備經費核定額度，包含各單位基本額度、績效額度及專案額度。由「儀器設備經費審

查小組」依據本校「年度儀器設備經費編列辦法」與申請計畫書審查結果分配經費額度，陳

報預算分配委員會審議後核定。 

七、 成效管考 

儀器設備經費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得定期追蹤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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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它 

（一） 各申請單位應於 101年 10月 9日（星期二）期限前，依所附參考格式提出「儀器設

備經費編列申請計畫書」15份至本校計畫管理處（03B1001），計畫書請以黑白雙面

列印，封面為淺藍色並以騎馬釘方式裝訂。 

（二） 另請將申請計畫書電子檔(word檔)傳送至 project@csu.edu.tw，信件主旨：「單位

名稱-儀器設備經費申請」。 

（三） 未能於期限內繳交計畫書之單位，視延繳時程酌減核定額度，減少額度最高不超過

原核定額度之 20％。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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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一）專責小組 

1.組織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獎勵補助款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88.11.30；92.08.04；94.09.06；95.06.26；98.07.20；100.07.28 校務會議通過 
  一、 為規劃及審核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有關事宜，特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設置獎勵補助

經費專責規劃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 本小組置委員廿七人，為無給職，由教務、總務、學務、研發、圖書資訊、人事、會計、

計畫管理處單位主管及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依其職務異動改聘之）、各系教師代表為選任

委員組成，總務長為召集人。其中教師代表由各系（含通識教育中心）推選一名，須未兼任

任何行政職務，其任期二年，得連任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三、 本小組之職掌如左： 

1.依教育部規定編列資本門及經常門之一定比例，配合學校中長期計畫，審核各單位所

提之需求，進行獎勵補助經費支用項目、規格、優先順序及經費分配比例等事宜，規

劃年度支用計畫書。 

2.審核申請採購內容(項目、規格及數量)變更等事宜。 

  四、 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議決事項應有二分之一出席委員以上同意。 

  五、 本小組每年度開會三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六、 本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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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員名單(1) 

102年度專責規劃小組成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姓名 

總務處 
總務長 

(召集人) 
林春財 資工系 講師 林仲晟 

教務處 教務長 郭柏立 國企系 副教授 蘇  懿 

學務處 學務長 林烈利 企管系 助理教授 林泰良 

研發處 研發長 黃柏文 財金系 副教授 詹淑慧 

圖書資訊處 處長 施文玲 資管系 助理教授 李春雄 

人事處 處長 紀世訓 應外系 講師 李春茂 

會計處 處長 趙淵博 幼保系 助理教授 林子瀞 

計畫管理處 處長 游步平 運休系 副教授 莊文典 

工學院 院長 吳三連* 通識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金清海 

生活創意學院 院長 蔡崇濱    

管理學院 院長 蔣治平    

妝彩系 副教授 葉志成    

土資系 副教授 趙  鳴    

電子系 副教授 蔡有仁    

機械系 助理教授 蕭惟隆    

電機系 副教授 陳脅憑    

工管系 副教授 陳月裡    

建築系 講師 曹莉玲    

備註：工學院院長吳三連因病請假，自 101年 9月 17 日至 102年 1月 31日止留職停薪，期間該職

務由前院長陳文祥代理。(簽如附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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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員名單(2) 

102年度專責規劃小組成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單位 職稱 姓名 

總務處 
總務長 

(召集人) 
林春財 資工系 講師 林仲晟 

教務處 教務長 郭柏立 國企系 副教授 蘇  懿 

學務處 學務長 林烈利 企管系 助理教授 林泰良 

研發處 研發長 黃柏文 財金系 副教授 詹淑慧 

圖書資訊處 處長 施文玲 資管系 助理教授 李春雄 

人事處 處長 紀世訓 應外系 講師 李春茂 

會計處 處長 趙淵博 幼保系 助理教授 林子瀞 

計畫管理處 處長 游步平 運休系 副教授 莊文典 

工學院 院長 龔皇光* 通識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金清海 

生活創意學院 院長 蔡崇濱    

管理學院 院長 蔣治平    

妝彩系 副教授 葉志成    

土資系 副教授 趙  鳴    

電子系 副教授 蔡有仁    

機械系 助理教授 蕭惟隆    

電機系 副教授 陳脅憑    

工管系 副教授 陳月裡    

建築系 助理教授 曹莉玲    

備註：原工學院院長吳三連於 102.01.31 卸任，新任工學院院長龔皇光於 102.02.01 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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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年 11月 20日第 1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102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 

第 1次會議紀錄 

 

 

101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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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年 11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二、地點：10樓會議室 

三、出席：如簽名頁 

四、主席：林總務長春財 

五、紀錄：陳組長國昭 

六、主席致詞：感謝各委員與會，本次會議主要討論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編列事宜，會議請開始。 

七、工作報告：依據規定應於 101 年 11月 30日前，彙整 102年度經費支用計畫等資料報本部審查。 

一、討論事項： 

    (一)案由：102年度支用計劃書之經費支用內容（預估值），提請討論。 

        說明： 

1. 102 年度經費支用內容係依各單位所提列之需求項目及經費編列，獎勵補助款為

NT$33,639,937 元、學校自籌款以獎勵補助經費約 11%NT$3,737,771 元，共計

NT$37,377,708 元進行規劃；資經門分配比例(含自籌款)仍維持資本門 70%及經常門

30%，詳附件 1。 

2. 資經門各項經費支用規劃情形，支用項目將依案由二決議結果進行調整編列: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其中各項支用比例皆依規定編列如下表；

總規劃經費共計 NT$26,164,396，其中獎勵補助款 NT$23,547,956、學校自籌款

NT$2,616,440。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至少占
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16,467,658 70% $2,616,440 100%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應達資本門
經費 10﹪【不含自籌款金
額】）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 $0 0% $0 0% 

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6,000,000 100% $0 0% 

小計 $6,000,000 25% $0 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1,080,298 5% $0 0% 

四、其他 $0 0% $0 0% 

總計 $23,547,956 100% $2,616,440 100%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其中各項支用比例皆依規定編列如下表；

總規劃經費共計 NT$11,213,312，其中獎勵補助款 NT$10,091,981、學校自籌款

NT$1,1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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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 30%以上

【不含自籌款

金額】） 

編纂教材 $180,000 1.8% $0 0% 

製作教具 $360,000 3.5% $0 0% 

改進教學 $800,000 7.9% $0 0% 

研究 $2,700,000 26.8% $1,021,331 91.1% 

研習 $160,000 1.6% $0 0% 

進修 $0 0% $100,000 8.9% 

著作 $1,400,000 13.9% $0 0% 

升等送審 $204,000 2.0% $0 % 

小計 $5,804,000 57.5% $1,121,331 100% 

二、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占經

常門經費 2%以

上【不含自籌款

金額】）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

點費 
$110,000 1.1% $0 0% 

其他學輔工作經費 $330,000 3.3% $0 0% 

小計 $440,000 4.4% $0 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

門經費 5%以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160,000 1.6%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766,900 7.6% $0 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2,721,081 26.9% $0 0%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200,000 2.0% $0 0%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2,921,081 28.9% $0 0% 

總 計 $10,091,981 100% $1,121,331 100% 

       決議：102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劃書（預估值）依照今日決議結果修改填報並於規定

期限 101/11/30 前檢附相關附件報部審查。 

    (二)案由：提報 102年度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預算，提請討論。(總務處、人事處) 

        說明： 

1. 資本門－ 

請委員審閱申請清冊，目前發現仍有填報不符支用原則之項目(如視聽桌椅、裝整修

工程等)已標記或單價在 1萬以下之項目改列為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另

仍有部份項目單價在 3,000 元以下，該類品項依財產管理辦法不歸類為非消耗性物

品亦已刪除，請由各單位之教學業務費或實習材料費項下支應；電腦設備在基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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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再依各教學需求屬性不同進行調整規格及預估金額；附表四教學及研究設備計

NT$19,084,098(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其中獎勵補助款占資本門經費 70﹪符合至少

60﹪以上之規定、附表六圖書期刊、教學媒體計 NT$6,000,000（獎勵補助款）占資

本門經費 25﹪符合應達 10﹪之規定、附表七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計

NT$1,080,298（獎勵補助款）占資本門經費 5﹪符合應達 2﹪之規定；再次說明申請

清冊之「規格」欄位填寫勿過於簡略或籠統或過於細規形成綁規之疑亦切勿出現廠

牌、型號等資訊，應填寫該設備所需具備之功能及效益。 

2. 經常門－ 

經常門之各支用項目、金額及比例均依需求及規定編列，其中附表十之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明細表新增一欄位為「物品類別」分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

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亦已分類填列，經費需求計 NT$766,900；經常門總經費

需求為 NT$11,213,312 元整，請各委員審閱經費預算表如附件 3。 

決議：務必加強要求各承辦人員仔細參閱相關通知內容，尤其必須了解所編列申請之項目

是否符合支用原則，切勿違反規定。經各委員審閱討論後均在符合校務發展重點下

資本門經費需求為 NT$26,164,396 元整編列規劃如附件 2；經常門經費需求為

NT$11,213,312 元整編列規劃如附件 3；以上經費依規定分表填列附表四~附表十之

經費需求說明書及明細表詳附件 4；本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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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下列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2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預估值)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20,000,000 ＄13,639,937 ＄33,639,937 ＄3,737,771 ＄37,377,708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0﹪） 

金額 ＄14,000,000 ＄9,547,956 ＄2,616,440 ＄6,000,000 ＄4,091,981 ＄1,121,331 

合計 ＄26,164,396 ＄11,213,312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用 5%

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更經常

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主計

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理。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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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2年度資本門經費總表（審核後總表）  

編號 系所別 101（二） 102（一） 單價 10000以下 總計 備註 

1 妝彩系 196,000        496,000        80,000       772,000  

附表四

19,084,098 

2 土資系 -     1,035,000  -    1,035,000  

3 電子系 -     1,951,000  -    1,951,000  

4 機械系 -       932,000  -      932,000  

5 電機系 -     3,000,198        81,800     3,081,998  

6 工管系 -       937,000  -      937,000  

7 建築系 -        99,000  -       99,000  

8 資工系 -     2,695,000  -    2,695,000  

9 醫工學程 -       347,000       160,000       507,000  

10 國企系 -       417,500        73,900       491,400  

11 企管系 -       887,000         3,000       890,000  

12 資管系 -     1,028,000  -    1,028,000  

13 數位學位學程 -     1,362,000        15,000     1,377,000  

14 創意產業經營學程 -       241,500        41,000       282,500  

15 幼保系 -        39,500  -       39,500  

16 應外系 -     1,406,000  -    1,406,000  

17 休運系 -     1,164,500       233,200     1,397,700  

18 觀光遊憩學程 -       341,400  -      341,400  

19 時尚生活學程 -       395,000  -      395,000  

20 通識中心 -       113,500  -      113,500  

21 圖書館(設備) - - - - 附表五 

22 圖書館(圖書) -     6,000,000  -    6,000,000  附表六 

23 學務處 -     1,080,298        79,000     1,159,298  
附表七

1,080,298 

  總計 196,000 25,968,396 766,900 26,931,296   

  
26,164,396 附表十 

  

 



59 

附件 3 

102年度獎勵補助款及配合款（經常門）預算 

編號 摘要 金額 備註 

一 人事費 24.3% 2,721,081  

 新聘師資 24.3% 2,721,081 
 

 原有師資 0% 0 

二 教師研究費 61.8% 6,925,331  

 進修 0.9% 100,000 含配合款 100,000元 

 研究 33.2% 3,721,331 含配合款 1,021,331元 

 著作 12.5% 1,400,000  

 研習 1.4% 160,000  

 升等送審 1.8% 204,000  

 改進教學 7.2% 800,000  

 編纂教材 1.6% 180,000  

 製作教具 3.2% 360,000  

三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3.9% 440,000  

四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

耗品)6.8% 
766,900  

五 行政人員研習費 1.4% 160,000  

六 資料庫訂閱費 1.8% 200,000  

合   計 11,213,312 含配合款 1,121,3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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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年 03月 20日第 2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102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 

第 2次會議紀錄 

 

 

102 年 0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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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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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第 2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年 03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二、地點：10樓會議室 

三、出席：如簽名頁 

四、主席：林總務長春財 

五、紀錄：陳組長國昭 

六、主席致詞：謝謝各位在百忙之中前來與會進行 102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獎勵補助款修正支用計畫

書討論事宜；本校受核定總經費較略高於去年，為技專校院中排名第 3，但較去年

退歩一名，第 1名為南台科大、第 2名為崑山科大，希望全校同仁能夠再努力向第

1名前進；會議請開始。 

七、工作報告： 

102 年度支用計畫書經呈送教育部及管科會審查，於 102年 2月 18日收到教育部來函「102.02.08

臺教技(三)字第 1020023625R 號」通知辦理 102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請款及檢

送修正支用計畫書事宜。相關核配經費如下： 

補助款核定新台幣 1,771萬 6,846 元整（NT＄17,716,846）。 

獎勵款核定新台幣 4,603萬 5,097 元整（NT＄46,035,097）。 

資本門經費核定新台幣 4,462 萬 6,360元整（NT＄44,626,360），佔獎勵補助款 70%。 

經常門經費核定新台幣 1,912 萬 5,583元整（NT＄19,125,583），佔獎勵補助款 30%。 

依往例需進行修正支用計畫，預計於 3月底前報部，工作同仁已將 101年 11 月之預估版支用計畫

書審查意見敬會各相關單位回覆後並整理為會議資料，請各委員詳閱。 

八、討論事項： 

(一)案由：管科會委員針對本校 102年度支用計畫書(101年 11月版)進行書面審查所提出之意見，

經敬會相關單位回覆資料整理如下，請討論。 

 

１０２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單位回覆 

委員意見 回應 回覆 

1.校務發展計畫之目標與策略似有過於分

散之虞，各教學及行政單位展開之重點

發展項目亦頗為繁多，可再適度予以整

合聚焦。 

秘書處 修訂校務發展計畫時，納入參考意見。 

2.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規劃與校務發展計畫

尚能連結，惟支用計畫書 P.20 圖書資訊處

102 年度發展重點之一為「更新圖書館自動

圖書館 本校另編列其他經費來更新「圖書館

自動化資訊系統」，預計於 103學年度

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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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訊系統」，似未見於支用規劃。 

3.支用計畫書 P.49~50 所呈現之經、資門

分配原則較顯簡略，且所述原則與現有

分配作法似有差異。如：各所系科中心

之資本門配額，其規劃原則或公式為何

未見說明。 

 

另學校表示經常門「各項比例係依前一年

度使用情形酌予分配」，依P.100 之以往

執行成效說明，100 年度「研習」項目實

際支用NT$267,229 元，102 年度預估

NT$160,000 元；「著作」項目實際支用

NT$2,643,742 元，102 年度預估

NT$1,400,000 元，均有極大落差，然因

未見學校提供101 年度之執行情形，無法

確知上述經費編列之合理性。 

總務處 

 

 

 

 

 

人事處 

已於核配版之修正支用計畫書加強說

明，見修正支用計畫書第 113~157頁。 

 

 

 

 

101年度「研習」實際支用NT$191,651

元，佔獎勵補助款(含配合款)0.9%；

「著作」支用NT$2,514,028元，佔

11.4%。102年度編列金額「研習」佔

經常門1.4%，「著作」佔經常門12.5%，

比例上不大調整。102年度除獎勵補助

款外，另有101年底獲101年度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核配及申請要點之獎勵經費展延款

224萬元，展延至102年6月30日，其補

助項目與本經費重疊，部份經費補助

著作與研習項目且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所發生之註冊費、差旅費補助應歸於

研習項目，實際經費編列將視實際補

助經費再作調整。 

4.102 年度經常門總預算NT$11,213,312 

元，其中61.76%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投入比例略低於一般平均。另以比例

結構觀之，推動研究績效方面編列46%（研

究33.19%、著作12.49%）；教師專業成長

方面編列4%（研習1.43%、進修0.89%、升

等送審1.82%）； 

提升教學效能方面編列12%（改進教學

7.13%、編纂教材1.61%、製作教具

3.21%）；新聘教師薪資則約24.27%。整

體而言，學校經費配置較偏重於研究成果

之產出，對於內部教師專業成長之經費挹

注相對較低。學校可再審慎思考此一經費

配置方式與技職體系發展、學校定位之符

合情形，並斟酌投入於協助現有師資成長

之經費充足程度。 

人事處 本校對相關經費分配係以整體發展為

考量，除校內自籌款外，由獎勵補助

款及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等經費作適

當配置。本校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畫6次，至103年度止計獲得獎助4億

2640萬元，其中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均

列為主要計畫之一，100-101年度計約

3千萬元，對教師成長有極大助益。 

5.【附表四】優先序#4、5 均為「電動銀幕」，

其規格、需求數量、預估價格、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均相同，無法確知其分列於連續

2 個優先序之理由何在，係屬誤植（重複

編列），抑或學校有其他考量。 

總務處 係因不同存放處所，故以不同優先序

表列。 

6.【附表四】優先序#24、26 均係購置「個

人電腦」，規格完全相同－「工作站I3-530 

以上，17”螢幕以上」，預估單價卻有

NT$5,000 元之差距（前者為NT$28,000 

元、後者為NT$33,000元），顯示其預估

總務處 經確認優先序#24「個人電腦主機」因

人為疏忽誤植資料，原規格欄位應將

「17”螢幕以上」刪除，已要求填報

人員日後加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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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之合理性或規格說明之完整性尚有

加強空間。 

7.資本門獎勵補助款之運用以教學及研究

設備為主，約占 69.93%；經常門以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約占57.51%。經費

支用規劃大致能以教學品質、師資結構及

儀器設備之改善為優先考量，惟預期成效

可更具體明確。 

秘書處 依審查意見，預期成效應更具體明確。 

 

決議：由各承辦單位依上述意見及說明確實改進及執行，其中若屬人為疏失部份應減至最低。 

(二)案由：102年度修正支用計劃書之經費支用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 

1.本年度本校共受核定 NT$63,751,943 元，今日就依核定經費進行討論修正支用計畫書內容。 

2.101 年 11 月版支用計畫書預估值低於核定金額，部份教學單位增列清冊項目以及提報調整項目

及預算數，詳會議資料，請各委員進行審查。 

3.本年度學校自籌款仍以獎勵補助款金額之 15%編列計 NT$9,562,791 元，獎補配三者共計

NT$73,314,734 元；經資門分配比例(含自籌款)仍維持經常門 30%及資本門 70%，整體總經費支用

內容詳附件 1。 

（1）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經費調整如下： 

A.70％資本門部份，原支用計畫書(101年 11 月版)#1、#15~18、30等 6項因應 101年度執行情形

進而提前至 101年度結餘款中新增項目，本年度支用計畫書之設備需求規格說明書進行修正後共提

報 255 項，其優先序詳如資本門規格說明書（附表四~八），共計 NT$51,320,314 元整(含自籌款)。 

各單位所申請之項目經審核仍發現部份不符獎勵補助款之使用原則，故予以刪除；再次為金額計算

錯誤已予以修正；單價在 NT$10,000 元以下之改善教學用(物)品仍有單位編於資本門已改編列至經

常門之附表十；另發現軟體(如 i-clone)有重複編列應由學院主導來將此做資源、經費整合之有效

運用。 

除編列各系所改善教學環境、提升教學品質及效能的教學設備外，為強化經費運用度持續提供完善

的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動設備，本年度編列 NT$1,196,200 元經費以輔助學生各項活動；另資本

門執行採購時因有比(議)減價後所產生之結餘款，為使經費能有效應用，故另行編列結餘款支用項

目如附表四之一(共編 3項計 NT$3,716,000元)，以利獎勵補助款之執行及符合預算編列之精神。 

資本門修正後之經費支用項目、金額及各項比例表詳附件 2。 

以下為資本門規格說明書（附表四~附表七）申請總額(含自籌款)合計： 

 教學及研究設備 43,794,114元，（如附表四）。 

 教學及研究設備 3,716,000元，（如附表四之一資本門結餘款支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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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自動化設備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6,330,000元（如附表五~六）。 

 學輔相關設備 1,196,200元（如附表七）。 

B.30％經常門部份，共編列 NT$21,994,420 元整（含自籌款），經常門需提撥 2%以上作為辦理學

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經費，其餘各項支用項目依去年度經費使用狀況稍做調整，各項經費詳見經

常門經費需求明細表（附件 3）。 

   人事費               5,033,420 元。 

   教師研究費          13,600,000 元。 

   行政人員研習費         200,000 元。 

   學輔事務經費           850,000 元。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1,811,000 元。 

   其他(資料庫訂閱)       500,000 元。 

決議： 

資本門之附表四之優先序依據經費支用原則下之分配原則編列，各單位所提之優先序必須符合學校

短中程目標之增設圖儀設備，提供教學需求其中涵蓋增設特色實驗(習)室以利發展重點特色、增購

或汰換教學軟硬體設備及持續充實圖書期刊資料庫，再者為符合院系中心之發展及培育目標(以近

程發展為優先)始得列入獎勵補助款經費計畫中；今年經費重點投入生活創意學院新設之餐飲管理

系、應外系及工學院之機械系、電機系等單位。 

另有關可由學院整合資源之教學項目請各院院長務必加強注意將不易獲得之經費發揮最大效益。 

今年仍依往年一樣將使用率高之教學研究設備為優先考量再將其中屬共通性設備如電腦及視聽等

設備為先，再接續各教學單位之專業設備，以提供學生良好及完善的軟硬體學習環境設備，另圖書

期刊、電子資料庫…等軟體教學資源(附表五、六)及學輔相關設備(附表七)等優先序號則接續附表

四延續編排； 

經常門則依據學校短中程目標之持續提升師資素質、持續提升研究質量及拓展國際交流規劃項目經

費，其優先序則另行重新編列共 13項，另第 11項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非消耗品)因屬輔助教學之

必需品故其優先序依單位別集中順號編列(共 44項)，詳附件(附表九、十)。 

 

以上結果由今日出席委員（24 人）全數同意通過，並由承辦單位依據本次會議結果於規定時間內

提報修正支用計畫書及辦理請款作業事宜。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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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下列表格所稱獎助款係指績效型獎助款） 

（＊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2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核定額度)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5﹪） 

總經費

(5)=(3)+(4) 

＄17,716,846 ＄46,035,097 ＄63,751,943 ＄9,562,791 ＄73,314,734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0﹪） 

金額 ＄12,401,792 ＄32,224,568 ＄6,693,954 ＄5,315,054 ＄13,810,529 ＄2,868,837 

合計 ＄51,320,314 ＄21,994,420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

多得流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經、

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理。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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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占資本門               %（註三）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

研究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

費 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

額】） 

  $37,100,160  83% $6,693,954  100% 請另填寫附表四 

二、圖書館

自動化及

圖書期

刊、教學媒

體（應達資

本門經費

10%【不含

自籌款金

額】） 

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 
   $830,000             13% - 0% 

請另填寫附表五、六 

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 
   $5,500,000  87% - 0% 

小計    $6,330,000  14% - 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

經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1,196,200  3% - 0% 請另填寫附表七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

實驗、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

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

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

設施） 

- 0% - 0% 請另填寫附表八 

總 計   $44,626,360  100%   $6,693,954  100% 
獎勵補助自籌款 

總計 51,320,314 元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但因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

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

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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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表三、102年度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

結構（占經常門

經費3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編纂教材 $300,000 1.6% $0 0%  

製作教具 $850,000 4.4% $0 0%  

改進教學 $2,700,000 14.1% $0 0%  

研究 $5,200,000 27.2% $1,400,000 48.8%  

研習 $650,000 3.4% $0 0%  

進修 $0 0% $100,000 3.5% （註六） 

著作 $2,000,000 10.4% $0 0%  

升等送審 $400,000 2.1% $0 %  

小計 $12,100,000 63.3% $1,500,000 52.3%  

二、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工作(占經

常門經費2%以上

【不含自籌款金

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212,500 1.1% $0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637,500 3.3% $0 0%  

小計 $850,000 4.4% $0 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不含

自籌款金額】） 

$200,000 1.0%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971,000 5.1% $840,000 29.3% 

請另填寫附

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4,504,583 23.6% $528,837 18.4% 

（註七）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500,000 2.6% $0 0% （註八）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5,004,583 26.2% $0 0%  

總 計 $19,125,583 100% $2,868,837 1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規定；

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

費支付。 

註七：授權年限 2 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應占經常門獎

勵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九：學生事務及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得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

之鐘點費（僅限獎勵補助款，不含自籌款）。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

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69 

（二）內部專兼任稽核相關作業及人員名單 

版次  修訂日期  修訂人  修訂內容概要 

初版  99.11.22  
財團法人正修科

技大學 

 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

法訂定。 

  
101.02.16  

財團法人正修科

技大學 

 依據「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

標準」規定修正 

 

1.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1. 目的： 

本法人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董事會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衡量本法人營運之效

果及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 

 

2. 適用範圍： 

本法人各事項及本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應控制之部分。 

 

3. 作業說明： 

3.1. 內部稽核人員設置： 

3.1.1.本法人之稽核人員，由本法人所設私立學校稽核人員兼任，辦理本法人稽核

業務。 

3.1.2.本法人稽核人員應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確實執行其職

務，並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 

3.2. 稽核人員之職權： 

3.2.1.本法人之人事事項、財務事項、董事會及監察人運作事項之事後查核。 

3.2.2.本法人現金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3.2.3.本法人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3.2.4.本法人之專案稽核事項。 

3.3. 稽核人員之職責： 

3.3.1. 本法人之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本法人之內

部控制。本法人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3.3.2. 本法人之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異常事項及其他缺

失事項，應於年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露，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作成

稽核報告，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至少

保存5年。 

3.3.3.其他缺失事項，應包括如下： 

3.3.3.1. 政府機關檢查所發現之缺失。 

3.3.3.2. 財務簽證會計師查核時，本法人提供本制度聲明書所列之缺失。 

3.3.3.3. 會計師於財務查核簽證或專案查核所發現之缺失。 

3.3.3.4. 其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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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本法人之稽核人員應將本法人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董事會會議，並將副本

交付各監察人查閱。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本法人或本法人所設私立學

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稽核報告，提請董事會改善，並通知各

監察人。 

3.3.5. 本法人之稽核人員稽核時，得請本法人之行政人員，提供有關帳冊、憑證、

文件及其他稽核所須之資料。 

3.4. 內部稽核方式及方法： 

3.4.1. 稽核人員應於評估本法人作業週期及風險後，擬定包含稽核目的、稽核項目、

稽核對象、實施期程、稽核方法、作業程序、稽核重點及稽核結果等之稽核

計畫，依照所排訂之稽核項目，訂定作業程序及稽核重點，稽核時並得依情

況適時調整。 

3.4.2. 稽核單位依專業領域之考量，聘請校內外專家擔任協同稽核人員，以提升內

部稽核之實質成效。 

3.4.3.本法人稽核種類，視情況得分為計畫性稽核及專案性稽核。 

3.4.4.稽核程序如下： 

3.4.4.1. 確定稽核之目的及範圍，區分為計畫性稽核或專案性稽核。 

3.4.4.2. 稽核工作準備： 

3.4.4.2.1. 稽核工作規劃。 

3.4.4.2.2. 撰寫稽核程式。 

3.4.4.2.3. 稽核人員應與受稽核單位主管事前溝通，確定稽核時間

及相關協調工作。 

3.4.4.2.4. 稽核單位應於稽核前7日，通知受稽核單位。 

3.4.4.3. 稽核工作執行： 

3.4.4.3.1. 執行稽核時，將稽核過程記錄於工作底稿，作為編製報

告之根據。 

3.4.4.3.2. 執行稽核時，受稽核人員需確實提供相關之資料或回答

所詢問之各項問題。 

3.4.4.3.3. 執行稽核時，若有不符合事項時，應知會該單位主管，

以澄清其不符合事項是否存在。 

3.4.4.3.4. 稽核作業所發現之缺失，稽核人員應記錄在「內部稽核

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 

3.4.4.4. 稽核事後會議： 

3.4.4.4.1. 稽核人員之工作底稿含「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

錄表」。 

3.4.4.4.2. 審定之「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送各受

稽核單位確認。 

3.4.4.4.3. 稽核單位協調稽核事後會議時間。 

3.4.4.4.4. 舉行稽核事後會議： 

3.4.4.5. 撰寫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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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5.1. 稽核人員依據稽核工作底稿及審定「內部稽核觀察、建

議及回覆紀錄表」撰寫「稽核報告」。 

3.4.4.5.2. 「稽核報告」應轉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董事會會議，

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3.4.4.6. 稽核追蹤： 

3.4.4.6.1. 稽核人員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行

追蹤查核。 

3.4.4.6.2. 稽核人員依據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追蹤報告」。 

3.4.4.6.3. 受稽核單位之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

者，稽核人員應於「追蹤報告」中明確記載。 

3.4.4.6.4. 「追蹤報告」應轉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董事會會議，

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3.4.4.6.5. 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

應依本法人相關獎勵懲處辦法處理，並列入下次稽核重

點。 

3.4.4.6.6. 與經費有關之事項，做為下年度預算之參考 

3.5. 獎勵懲處：為有效提升本法人實施治理成效，稽核報告結果及缺失改善情形，列入

本法人績效考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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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置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稽核人員設置要點 
 

99.11.15 核定 

 

一、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實施內部稽核，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

度，衡量本校營運之效果與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

實施，特依教育部頒「學校財團法人及其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訂

定本要點。 

二、本校稽核人員隸屬於校長，以兼任為原則，其待遇另訂之。必要時，得聘為專任或設專

責稽核單位。 

三、本校兼任稽核人員除具熱心教育事業，品行端正，為人公正之中華民國國民外，其聘用

須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曾任政府機關（構）或專科以上學校主計、會計、審計職務合計 5 年以上，成績優

良。 

（二）執行會計師或律師業務 5年以上，聲譽卓著。 

  （三）曾於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擔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講授財務金融、會計、審計、經

濟、法律、管理或相關課程合計 3年以上，聲譽卓著。 

   （四）曾任民間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經理或相當職位以上職務合計 5年以上，聲譽卓著。 

        （五）曾任學校或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或公私立學校一級主管合計 4 年以上，

聲譽卓著。 

四、本校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制。稽核計畫

應經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五、本校稽核人員得受本校董事會指派，兼任董事會稽核人員。 

六、本校稽核人員之相關職權均依「學校財團法人及其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規定辦理」。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八、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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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背景及專長 

姓名 吳正義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系畢 (52/09/01~56/06/30) 

經歷 

(一) 正修科技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二) 正修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教授兼副校長(99.2.1退休) 

(三) 正修工商專科學校  副教授、講師、助教 

教師資格 教 5148、副 5663、講 5203、助 5477 

學術專長 

(一) 經濟分析、所得理論 

(二) 行銷管理 

(三) 計量統計分析 

優良事蹟 

(一) 專業領域經濟分析、計量統計分析，發表國內外重要期刊及研討會等計

三十餘篇論著。 

(二) 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四次，國科會應用性專題研究一次，正修科技

大學專題研究計畫三次。 

(三) 第三屆全國經營實務專題成果發表研討會專題評審委員。 

(四)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評選委員。 

獲獎紀錄 

(一) 教育部七十八學年度教學績優獎。 

(二) 教育部七十九年全國績優訓輔工作獎。 

(三) 81年當選教育部全國大專院校績優訓輔人員。 

(四) 86年榮獲正修技術學院教學研究績優獎。 

(五) 92年榮獲私校教育協會資深優良教師大仁獎。 

(六) 93年榮獲國立台南大學（原台南師範學院）傑出校友。 

(七) 97年榮獲私校教育協會資深優良教師至善獎。 

(八) 97年榮獲教育部服務四十年資深優良教師表楊。 

 

 姓名 李佩恩 

學歷 

博士:美國 Alliant Internal University,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ncentration: Finance  (93/07/01~98/08/16) 

碩士:美國 Mercer University,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ncentration: Finance (88-90) 

學士:美國 Mercer University,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ncentratio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86-88) 

經歷 

（一）正修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二）台新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專員 

（三）Century Mortgage  房貸專員 

（四）Spencer G. Chang, CP  會計協辦 

（五）KT Atlanta Inc.  行政專員 

教師資格 助理字第 028491 號 

學術專長 

(一)行為財務 

(二)金融英文 

(三)管理學 

獲獎紀錄 101年榮獲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優良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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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楊宗文 

學歷 

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San Antonio, TX , 

      USA(92/8~95/12) 

碩士: M.B.A.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理研究所 (84/9~86/6)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系 

經歷 
(一)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助理教授 

(二)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講師 

教師資格 助理字第 019985 號、講字第 057964 號 

學術專長 

(一) 組織行為、一般管理 

(二) 專案管理 

(三) 行銷管理 

優良事蹟 

(一)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行銷管理領 

     域教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97 年~98年) 

(二)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部落永續發展計畫 96年度南區部落營造 

     中心:訪視委員 

獲獎紀錄 

(一) 89年榮獲教育部主辦技專院校自製多媒體競賽透明片類佳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中華民國教育部 

(二) 96年榮獲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優良導師 

(三) 100年榮獲「2010專案管理認證培訓大專教師優等獎」 

     中華專案管理學會 

(四) 101年榮獲「TPMA2012年百大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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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或制度 

（一）經常門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 

1.獎助教師獎助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提升師資素質獎勵補助經常門 

經費使用辦法 
 

91.01.28；91.06.27；92.08.25；96.01.24；97.07.25；97.12.29；98.02.09；99.01.25；99.12.13；100.06.20

；100.08.31；101.06.18 教評會修訂 

91.02.25；91.07.25；92.09.08；96.03.01；97.12.11；98.02.23；99.01.29；100.1.26；100.07.28；100.09.13

；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教育部「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暨「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

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提升師資素質獎勵補助之經常門經費（以下簡

稱本經費），需用於新聘優良教師及提升師資素質等用途，以確實改善學校師資素質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經費使用範圍與分配比例： 

一、本經費獲核配後，應在下列兩項範圍內訂定年度使用計畫提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行。 

二、新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之薪資待遇暨學校人事費(含薪俸及學術研究費)最高 60％

。 

三、教師獎助費 30％以上，作為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修、著作

、升等送審及改進教學之用途。 

四、本經費得在 5％以內支用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另提撥 2％以上辦理學生

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五、辦理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經費由學務長統籌規劃，其中至多 1/4 可用於部份外聘

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費支用則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六、使用於改善教學且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歸於經常門。 

七、電子資料庫、軟體如係一年簽約一次（使用期限一年）且無光碟片，宜歸於經常

門。 

八、期刊若有典藏價值者，列為資本門支出，否則列為經常門支出。 

九、各獎助項目金額，教師研習、著作（不含出席國際會議）項目依各所系中心專任

講師以上人數比例，均衡分配，單位自行控管，其餘項目因性質之統整性，由人

事處統一控管，予以保留；惟每年 11月起則不分單位，開放自由申請。 

十、各項金額應於 12月中旬前核銷完畢。 

十一、各項經費應以均衡分享為原則，避免集中少數教師或行政人員使用。 

第三條 各項申請案須備齊相關資料，填寫請示單或經費申請表(書)，簽陳校長核定。教師

個人申請之獎助案經系、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二級）；行政人員獎助案經行政會議審議；團體案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

辦理核銷程序。審議未通過之案件經費，則由校內相關經費支應。 

第四條 本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76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研習、著作實施要點 
 

99.01.25；99.12.13；100.06.20；100.08.31；101.06.18 教評會通過 

99.01.29；100.1.26；100.07.28；100.09.13；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推動技職教育發展，協助及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參與國內外短期研習、訓練或研討會，

吸取實務經驗，提升教學實務能力，落實技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種類： 

（一）校外短期研習（討）會。 

（二）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三）期刊、會議發表論文。 

三、實施方式： 

（一）校外短期研習（討）會 

研 習 人 員 

與 項 目 

1.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2.須與各所、系、中心發展方向或與本身專長及任教科目相關 

研 習 時 間 依各研習（討）會時間 

遴 選 程 序 
1.校長核定 

2.各級教評會審議（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二級） 

考 核 

1.應遵守研習（討）會相關規定。 

2.研習結束後應繳交相關研習資料及心得報告、電子檔及授權

書送人事處。 

備 註 

本項補助以區間（1~4月、5~7 月、8~10 月、11~12 月）劃分

，每年於 4/15、7/5、10/15、12/5 前後各所、系、中心在學

校經費分配範圍內，每人每區間至多補助一次，惟主管不受人

次限制。各單位於每區間審查該段參加研習教師相關資料，經

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

二級）補助金額。若有跨區間者以研習結束日為計算基準日。 

（二）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須以學校名義發表） 

補 助 項 目 

1.往返機票費 

2.註冊費 

3.生活費 

補 助 標 準 
1.生活費及機票費依國科會標準 

2.每人每年度最多核准 1 件 

遴 選 程 序 

1.申請人得同時向國科會、教育部或本校申請，若獲國科會或

教育部補助，本校不再補助。 

2.申請之當年度曾獲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不予補助。 

3.校長核定。 

4.各級教評會審議（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二級） 

獎 勵 

點 數 
見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規定 

考 核 回國後應繳交論文書面、電子檔及授權書至人事處 

備 註 

1.本項施行細則由研發處另訂 

2.獎勵點數之相關規定仍應依「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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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會議發表論文 

補 助 項 目 

1.報名費（含註冊費、出刊費、刊登費等相關費用） 

2.材料費 

3.國內差旅費 

補 助 金 額 
1.差旅費依「獎勵補助經費差旅費支給要點」標準支給 

2.其餘總金額最高 5,000 元（材料費上限 2,000 元） 

遴 選 程 序 
1.校長核定 

2.各級教評會審議（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二級） 

獎 勵 點 數 見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規定 

考 核 應繳交論文書面、授權書及電子檔至人事處 

備 註 

本項補助以區間（1~4 月、5~7 月、8~10 月、11~12 月）劃分

，每年於 4/15、7/5、10/15、12/5 前後各所、系、中心在學

校經費分配範圍內，每人每區間至多補助一次，惟主管不受

人次限制。各單位於每區間審查該段參加研習教師相關資料

，經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

中心為二級）補助金額。若有跨區間者以會議結束日為計算

基準日。 

四、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費項下辦理，不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五、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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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要點 
 

92.12.15；95.12.04；99.01.25；100.06.20；100.08.31；101.01.16 教評會通過 

92.12.18；95.12.18；99.01.29；100.07.28；100.09.13；101.02.20 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教師積極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種類： 

（一）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二）校外產、官、學、研委託之產學合作、專案計畫或專利 

三、實施方式 

（一）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1.補助項目：業務費、資料檢索費、貴重儀器使用費、研究設備費等。 

2.補助期間：一年。 

3.B類補助金額：每年實際補助總金額與人數，視當年度預算決定。 

4.遴選程序：研發處制訂施行細則，辦理審查完成後陳請校長召開校教評會遴選。 

5.獎勵點數：依本校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規定。 

（二）校外產、官、學、研委託之產學合作或專案計畫及取得國內外發明專利之獎勵依本

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規定辦理。 

四、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項下辦理，不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五、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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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改進教學實施要點 
 

92.12.15；98.10.12；99.01.25；99.12.13；100.06.20；100.08.31；101.01.16 教評會通過 

92.12.18；98.11.16；99.01.29；100.1.26；100.07.28；100.09.13；101.02.20 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教師提昇教學水準及實務教學能力，落實技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教師為改進教學之需而參加或舉辦之教學活動、證照考試或競賽，均得申請補助。 

三、補助及獎勵內容如下： 

補助項目 
補 助 

內 容 
遴 選 程 序 補 助 金 額 

獎 勵 

點 數 
考 核 

國外競賽 1.材料費 

2.教師機

票費 

3.報名費 

1.校長核定後

經各級教評

會審議 

2.團體案件由

主辦單位簽

陳校長核定

，再經學校

教評會審議 

1.差旅費依「獎勵補助經

費差旅費支給要點」標

準支給 

2.材料費總額個人最高

50,000 元，團體最高

100,000 元 

3.教師機票費、報名費合

計總額個人最高

50,000 元，團體最高

100,000 元 

4.每學期每人最多核定

團體及個人各 1次 

見本校教師

教學研究服

務獎勵辦法

規定 

競賽結束應

作心得發表

（書面、電子

檔及授權書）

送人事處 

國內競賽 1.材料費 

2.教師差

旅費 

1.校長核定後

經各級教評

會審議 

2.團體案件由

主辦單位簽

陳校長核定

，再經學校

教評會審議 

1.差旅費依「獎勵補助經

費差旅費支給要點」標

準支給 

2.材料費、報名費合計總

額個人最高 15,000元

，團體最高 50,000元 

3.每學期每人最多核定

團體及個人各 1次 

見本校教師

教學研究服

務獎勵辦法

規定 

競賽結束應

作心得發表

（書面、電子

檔及授權書）

送人事處 

校外觀摩 1.手冊、

教材等

之製作

費 

2.差旅費 

1.校長核定後

經各級教評

會審議 

2.團體案件由

主辦單位簽

陳校長核定

，再經學校

教評會審議 

1.差旅費依「獎勵補助經

費差旅費支給要點」標

準支給 

2.其餘總額最高：個人

─5,000 元；團體

─10,000 元 

3.每學期每人（單位）最

多核定團體及個人各 1

次 

無 觀摩結束應

作心得發表

（書面、電子

檔及授權書）

送人事處及

所屬單位 

證照取得 1.報名費

（認證

、測驗

）費 

1.須與任教科

目或系所（

中心）發展

方向相關 

1.報名費（認證、測驗）

費：各級最高各 7,000

元。 

2.差旅費：僅補助國內。

見本校教師

教學研究服

務獎勵辦法

規定 

認證結束後

繳交證照證

書影本送人

事處（未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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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 助 

內 容 
遴 選 程 序 補 助 金 額 

獎 勵 

點 數 
考 核 

2.差旅費 2.校長核定後

經各級教評

會審議 

3.團體案件由

主辦單位簽

陳校長核定

，再經學校

教評會審議 

標準依「獎勵補助經費

差旅費支給要點」辦理

。 

3.每學期每人核定 1件。 

過者，應繳交

心得報告書

面、電子檔及

授權書各 1

份），並辦理

核銷。 

校內短期

研習（討

）會、專

題演講（

僅補助主

辦單位） 

1.演講費 

2.差旅費 

3.講義製

作費 

4.材料費 

1.研習人員須

為本校專任

教師，研習

項目須與技

職教育之教

學與應用有

關 

2.各院、所、

系、中心提

出申請書，

送交人事處

彙整 

3.經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

審議 

1.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演

講費最高每節 1,600元

、國外學者 2,400元、

校內教師 800元。（授

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

，連續上課 2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 

2.差旅費依獎勵補助經

費差旅費支給要點支

應；講義製作費、材料

費實報實銷。 

3.各單位補助合計總金

額：各院、處、室最高

10萬元；各所、系、中

心最高 5萬元。 

4.每年度每單位最多核

定 2件，行政研習班不

在此限。 

無 研習結束後

應編撰成果

報告（書面、

電子檔及授

權書各 1份）

送人事處 

備 註 
1.儀器設備、圖書購置、行政雜支不得申請。 

2.獎勵點數之相關規定仍應依「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辦理。 

四、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項下辦理，不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五、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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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 

實施要點 
 

99.01.25；99.12.13；100.06.20；100.08.31；101.01.16；101.06.18 教評會通過 

99.01.29；100.01.26；100.07.28；100.09.13；101.02.20；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落實技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專任教師為提昇教學之需，編纂教材或製作教具以提升教學品質，均得申請補

助。 

三、補助標準如下：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內 容 
遴選程序 補 助 金 額 

獎 勵 

點 數 
考 核 備 註 

編纂教

材 

投影片、

手冊等之

材料費及

製作費 

1.校長核

定後經

各級教

評會審

議 

2.團體案

件簽陳

校長核

定，再

經學校

教評會

審議 

1.個人最高

5,000 元

；團體最高

40,000 元 

2.每學期每

人（單位）

最多核定

個人及團

體各 1 件 

見本校教

師教學研

究服務獎

勵辦法規

定 

應將所作之教

材或媒體作成

書面說明（附

電子檔）及授

權書送人事處 

1.儀器設備、圖

書購置、行政

雜支不得申請 

2.獎勵點數之相

關規定仍應依

「教師教學研

究服務獎勵辦

法」辦理 

3.翻譯教材不得

申請 

4.教材製作以補

助第一版為限

，再版不予補

助 

製作教

具 

材料費及

製作費 

1.校長核

定後經

各級教

評會審

議 

2.團體案

件簽陳

校長核

定，再

經學校

教評會

審議 

每人每年補

助個人及團

體各 1 件，個

人每件最高

20,000 元；

團體每件最

高 50,000 元

。 

見本校教

師教學研

究服務獎

勵辦法規

定 

應將所作之教

具作成書面說

明（附電子檔

）及授權書送

人事處 

四、基本要求： 

（一）編纂教材： 

1.提供授課大綱、教學方式等。 

2.完整課程內容講義及投影片。 

3.學生作業題目。 

4.小考、期中及期末考試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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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具製作 

1.以課程內容需要研發教具。 

2.有輔助教學用途之說明。 

3.教具之影音資料、照片。 

五、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項下辦理，不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六、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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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送審外審審查費實施要點 
 

92.12.15；95.07.27；96.06.28；99.01.25；100.06.20；100.08.31 教評會通過 

92.12.18；95.08.03；96.07.23；99.01.29；100.07.28；100.09.13 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教師積極研究，提昇師資素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本校專兼任教師。(含預聘專任新進教師) 

三、辦理教師資格送審之外審審查費，每名外審學者專家各支給 3,000元，由人事處簽核。 

四、藝術類科等需辦理實地審查者，審查委員差旅費支給標準參照獎勵補助經費差旅費支給

要點。 

五、專任教師資格送審之外審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項下支應，不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勻

支；兼任教師資格送審之外審經費由送審教師自行負擔為原則。 

六、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84 

正修科技大學鼓勵教師學位進修實施辦法 
 

92.12.15；95.07.27；97.07.25；99.01.25；100.06.20；100.08.31；101.01.16；101.06.18 教評會通過 

92.12.18；95.08.03；97.12.11；99.01.29；100.07.28；100.09.13；101.02.20；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高師資素質，促進研究風氣，加強教學效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本校服務 1年以上之專任教師（含助教），年齡未滿 55歲者。其進修課程，以符

合各所系（中心）發展專長或與任教科目相關者為原則。 

新聘教師於聘任前已錄取者，得不受前項服務年資之限制。 

第三條 種類 

一、全時間進修（留職停薪）：含國內外修讀學位及博士後研究，必須留職停薪者。 

二、部份時間進修：含部份時間修讀國內學位者、寒暑假赴國外修讀學位者及於

國內修讀學位在職專班者。 

第四條 期限 

一、進修博士學位以 5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最多 3年。（休學期間得予扣除） 

二、進修碩士學位以 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最多 2年。（休學期間得予扣除） 

三、進修博士後研究以 1年為限。 

四、寒暑假赴國外修讀學位及於國內修讀學位在職專班者不限。 

第五條 名額 

一、各所系中心（含通識教育中心各科）同時進修名額不得超過各該所系科專業

教師實際人數之 3/10；全校同時進修總名額不得超過全校專任教師實際人數

之 20%。惟休學或已修滿畢業學分或資格考通過或寒暑假赴國外修讀學位或

於國內修讀學位在職專班或曾兼任一級主管者不在限制範圍內。 

二、各所系中心若多人同時申請，名額不敷分配時，所長、系（中心）主任應依

下列次序先行排定優先人選，送學校教評會審定。 

（一）繼續進修者。 

（二）曾任主管或所系（中心）務召集人或兼行政非主管職務者。 

（三）符合各所系（中心）發展專長者。 

（四）對所系（中心）務之服務及配合良好者。 

（五）若前四款皆符合或一致，則依本校服務年資、教學研究成果及進修種類

等項目考量。 

三、第一款名額限制，遇有特殊需要且不影響教學研究，經專案報准者，不在此

限。 

第六條 其他相關規定 

一、獎助：凡進修博士學位，未獲政府公費或其他獎助金者，得依下表規定申請

獎助。 

 年 級 獎 助 項 目 備 註 

國內 
一年級 

每學期學雜

1.開學後 1個月內，檢附申請表、學生證影本及學

雜費繳費收據向人事處申請。 

2.申請案核定後之當學期，如休退學時，應繳還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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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費全額 定金額。 

3.國內之學雜費以各校標準辦理。 

4.赴國外進修於 99年 1月底以前入學者，適用舊標

準。 

5.本表不適用赴大陸進修學位者。 

6.新進教師到校時已在國外進修學位者，不得申請

補助。 

國外 

取得學位並經教師資

格審定通過後，一次

獎助新台幣 35萬元

正 

二、部份時間進修者（不含寒暑假赴國外修讀學位及於國內修讀學位在職專班者），

其排課時間原則上為每週 3~4 日。 

三、每年 6 月、12 月底前，各所系中心應提出下學年度進修申請案（含繼續進

修與準備進修者），送人事處彙轉教評會審查後，報請校長核定；未如期提

出進修申請者，原則上皆不予受理。 

四、進修者： 

（一）不得兼任日間部導師、輔導老師及行政職務，亦不得超支日間部鐘點；

惟學分修畢或資格考試通過或寒暑假赴國外修讀學位或國內修讀學位

在職專班者或聘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應檢具證明）。 

（二）應於每年 7 月、12 月底前，檢齊錄取通知單等至人事處辦理手續，9

月、3 月底前補足證明文件。 

（三）全時間進修者，辦理留職停薪，保險事宜依公保規定辦理。 

（四）均應立契約書，具結學成後繼續在本校服務，義務年限應超過進修年限

1 年。違者，依契約書規定辦理。 

（五）應於進修結束前 2 個月與人事處連絡，申請復職，並於結束後 2 個月內

向學校提出畢業論文或心得報告。 

（六）進修結束後應即返校服務，且 3 年內不得申請再進修。惟基於特殊需要，

經專案報准者，不在此限。 

（七）進修後取得較高學位，是否以較高職級聘任，仍須視各單位教師員額需

求而定。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評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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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 
 

84.05.05；85.02.01；85.08.27；89.01.27；90.10.15；91.01.28；91.06.27；93.03.29；94.07.20；95.07.27

；99.01.25；100.07.15；100.08.31 教評會通過 

80.08.27；82.04.22；83.10.19；84.05.08；84.08.23；85.03.21；85.08.27；89.01.31；90.10.18；91.02.25

；91.07.25；93.03.29；94.07.22；95.08.03；99.01.29；100.07.28；100.09.13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專任教師從事教學、研究與服務，達成技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種類分為四種： 

一、教學成果獎 

二、研究成果獎 

三、服務成果獎 

四、競賽成果獎 

第三條 獎勵金依下述標準發給，每人每年總獎金最高壹拾萬元，超過部份之點數及金額不

計，且視同已採計，不得移作他次使用： 

一、教學成果獎：連續三年內積點達（4）點者，每名頒發獎金新台幣（貳）萬

元，獎狀乙紙。每增加（1）點，增發獎金新台幣（參）仟元，不足 1 點者

，依比例計算。 

二、研究成果獎：連續三年內積點達（4）點者，每名頒發獎金新台幣（貳）萬

元，獎狀乙紙。每增加（1）點，增發獎金新台幣（參）仟元，不足 1 點者

，依比例計算。 

三、連續三年內教學與研究兩者合併積點達（4）點者，比照第一、二款給獎。 

四、服務成果獎：連續三年內積點滿足前三款之一者，方可申請，並以增加點數

標準計算，不足 1 點者，依比例計算。 

五、競賽成果獎：每滿（0.5）點者，每名頒發獎金新台幣（壹仟伍佰）元，獲

獎者另頒獎狀乙紙。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連續服務滿二年以上（年資中斷者，以前之成果不計）。 

二、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或指導本校學生有具體成果（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申請）

。 

第五條 申請及審查程序：每年二月底以前，檢附有關資料、及申請書向系（中心）提出申

請，由系院（中心）教評會審查，並經審查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三

院院長、人事處處長等 7人組成，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審議後陳請校長召開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定，獲獎者於校慶日頒獎。 

前項審議小組審查原則如下： 

（一）點數明確、表現足以認定者，授權處室查核結果。 

（二）點數明確、表現較難認定者，由審議小組審核。如期刊論文之等級、展演

、辦理研討會之地區範圍等。 

（三）本辦法所訂須審議小組審核者。 

（四）審議小組審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議決事項時小組成員須全部出

席，並經半數以上成員同意。 

第六條 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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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成果獎：有關教學軟硬體方面，如教材及指導學習等方面有具體表現者

，其點數計算如下： 

（一）編印具 ISBN編號之教科書或自製教學教材、媒體經各所系中心送院、

中心複審後送交教務處辦理審查推薦者、績優網路教學教師，每件計

（1.5）點，多人編製者之點數計算比照論文著作點數計算標準。 

（二）每年指導學生專題製作（實務專題）之成果，全所系科最優（每班一

名）者計（1）點；次優（每班取二名）者計（0.25）點。 

（三）指導學生執行大專生參與國科會計畫，每件計（2）點。 

（四）指導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教育部獎補助款規範內者），其獎勵點數

由審查小組審議。 

（五）指導學生通過英語檢定（CEF）A2級以上者，（CEF）B1級以上者，其

獎勵點數由審查小組審議。其他外語證照比照辦理。 

（六）教師取得與教學項目相關並由政府機關發放之證照，甲級證照每張計

（3）點，乙級證照每張計（1）點，專技人員高普考比照甲級證照。 

二、研究成果獎：發表學術性或有關技職教育等論文著作、專利、產學計畫等有

具體表現者，其點數計算如下： 

（一）各類計畫： 

1.教育部補助之計畫，其採計金額及點數由審查小組審議。 

2.外接政府機關（第 1點除外）或民間機構委託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有資本門經費之計畫達新台幣壹佰萬元者計（2）點，每增加

壹拾萬元加計（0.1）點（不足壹佰萬元者，依比例計算）， 

3.外接政府機關（第 1點除外）或民間機構委託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無資本門經費之計畫無支領人事費者，其實撥本校經費達新台

幣壹拾伍萬元者計（1）點，每增加貳萬元加計（0.1）點（不足

壹拾伍萬元者依比例計算）；有支領人事費者，其實撥本校經費

達新台幣參拾萬元者計（1）點，每增加伍萬元加計（0.1）點（

不足參拾萬元者依比例計算）。 

4.國科會研究計畫之計點比照第 3 點辦理，且另外補助該計畫實撥

經費百分之五或每件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擇一為教師研究獎助。 

5.各研究中心外接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產學合作案，不予計點。 

（二）承接本校專題研究計畫或政府機關公益性計畫經費達新台幣貳拾萬元

以上計（1）點。（不足貳拾萬元者依比例計算）。 

（三）論文著作 

1.會議論文 

（1）教育部舉辦之全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研討會或策略性推動之相

關研討會 

口頭發表論文─每篇計（1）點。 

壁報論文─每件計（0.5）點。 

作品參展─每件計（0.5）點。 

（2）政府機關或國內學術性團體之國內研討會 

口頭發表論文─每篇計（0.5）點。 

壁報論文─每篇計（0.25）點。 

（3）國際性研討會（三國【含】以上，不含海峽兩岸、臺灣─香

港、臺灣─澳門） 

口頭發表論文─每篇計（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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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每篇計（1）點。 

若會議論文與期刊論文為同一研究成果，擇一計點。會議

論文須檢附各研討會之審查證明，若無者，不予計點。 

2.期刊論文 

（1）刊登於 SSCI（排名屬前 30%者）、SCI（排名屬前 10%者），

每篇計（12）點。 

（2）刊登於 SSCI（排名屬前 31%～60%者）、SCI（排名屬前 11%

～30%者），每篇計（8）點。 

（3）刊登於 SSCI（排名屬前 61%～100%者）、SCI（排名屬前 31%

～60%者），每篇計（6）點。 

（4）刊登於 SCI（排名屬前 61%～100%者），及 AHCI、EI、TSSCI

期刊論文，或曾經國科會年度評審為優等國內學術期刊者，

每篇計（4）點。 

（5）非刊登於 AHCI、SSCI、SCI、EI、TSSCI，但收錄於專業文

獻索引之國內外學術期刊，每篇計（3）點。 

（6）本校學報論文每篇計（2）點。 

（7）非屬上列之期刊論文每篇計（0.5）點。 

（8）SSCI、SCI之排名係以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資料庫，選擇最新一年資料庫，經由「Subject Category

」功能，選擇期刊領域別(Subject Category Selection)

，再以「Impact Factor」作為期刊排序，算出期刊排名百

分比。 

（9）申請時需檢附匿名審查證明，若無者，不予計點。 

3.學術專書 

（1）出版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出版公司，並經院、中心複審通

過者，每本計（3）點，單篇計（1）點，每本最多採計 2篇

。 

（2）申請時須提出出版公司出具之審查證明，否則不予採計。 

（3）本項僅限單人著作者方予採計。 

（四）發明專利及技術移轉 

1.從事研究發明，取得本國發明專利或國際上同級專利者，每件計

（5）點；取得本國新型專利或國際上同級專利者，每件計（3）

點；取得本國新式樣或國際上同級專利者，每件計（2）點。 

2.完成技術移轉者，金額在新台幣壹拾萬元（含）及以下者，計（4

）點，每增加伍萬元加記（1）點。 

3.取得多國之同一發明或專利，擇一計點。 

（五）技術報告榮獲政府機關或全國性學（協）會獎勵者，每件計（3）點。 

（六）展演於全國性或國際性場所者，每場計（5）點，地區性場所者，每場

計（1）點。 

（七）共同研究成果之認定 

1.論文著作點數計算 

（1）二人合著一篇論文，排名首位者（或通訊作者）佔 70%，後

者佔 30%。 

（2）三人合著一篇論文，排名首位者（或通訊作者）佔 60%，排

名次位者佔 25%，排名末位者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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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人以上合著一篇論文，排名首位者（或通訊作者）佔 50%

，排名次位者佔 20%，其餘合作者均分剩餘比例。 

2.產學計畫、發明專利、技術報告、展演之主持人、主演者佔 60%

，其餘合作者均分剩餘比例。 

（八）非工學院教師之各類計畫及期刊論文點數依各該項總申請點數乘以 1.5

倍計算。 

三、服務成果獎：有關行政工作、輔導服務等方面有具體表現者，其點數計算如

下： 

（一）實驗（習）室負責人或院所系（中心）任務編組委員會召集人或網頁

負責人，經院所系（中心）主管認定應予獎勵者，每滿一學年記（0.5

）點。 

（二）院長、所長、系（中心）主任職務代理人，經院長、所長、系（中心

）主任認定應予獎勵者，每滿一學期記（0.5）點。 

（三）兼任二級主管或通識教育中心各召集人或行政非主管職務者，每滿一

學年記（1）點。 

（四）兼任一級主管者，每滿一學年記（2）點。 

（五）榮獲日間部特優導師者，每次記（1）點；績優導師者，每次記（0.5

）點。榮獲進修部及進修院校特優導師者，每次記（0.5）點；績優導

師者，每次記（0.25）點。 

（六）擔任心理輔導老師者，每滿一學年記（0.5）點。 

（七）全國性之講座、研討會、表演、展覽、競賽等活動之主辦者（Ａ級：2

人；Ｂ級：1人；Ｃ級：1 人），每次每人計（1）點，協辦者（Ａ級：

2人；Ｂ級：2人）每次每人計（0.5）點。 

（八）新申請外加產學建教班之計畫（包括雙軌旗艦與產學攜手等計畫）獲

通過者，計畫承辦人 1人與系主任各記（4）點獎勵。該班註冊率達到

核定（30人以上）之 85%以上並於第 1學期結束休退人數少於 10%時

，則該班導師記（4）點。 

四、競賽成果獎：凡本人或指導並帶領學生參加學術性或非學術性競賽有具體表

現者，需檢附競賽辦法及得獎證明，點數計算如下： 

（一）教學或學術性：凡參加者，基本點數（1）點，獲獎則另計如下表： 

名次 Ａ級 Ｂ級 Ｃ級 

第一名 12點 8點 6點 

第二名 8點 6點 4點 

第三名 6點 4點 2點 

第四名以後 4點 2點 1點 

（二）非學術性：凡參加者，基本點數（0.5）點，獲獎則另計如下表： 

名次 A級 B級 C級 

第一名 6點 4點 2點 

第二名 4點 2點 1點 

第三名 3點 1點 0.5點 

（三）指導學生參加同一學術性（賽會）競賽項目，最高採計 3件，並以 3

人（含）以上之團體競賽為原則，低於 3人參賽者或非學術性競賽僅

得採計得獎最高者 1件。 

（四）本人參加論文發表、展演，獲主辦單位選拔為最佳論文、展演獎項者

，計（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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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服務成果及競賽成果獎所稱Ａ級係指教育部或省市以上政府機關主辦者；Ｂ級指教

育部或省市以上政府機關協辦者；Ｃ級指非上述機關主辦者。 

第八條 獲得獎金之教師，必須遵守本校聘約及其他相關之規定，違者獎金即予停發或扣回

。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評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1 

3.獎補助經費差旅費支給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獎勵補助經費差旅費支給要點 
 

99.01.25；99.12.13；100.06.20；101.01.16；101.06.18 教評會通過 

99.01.29；100.1.26；100.07.28；101.02.20；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教職員工使用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差旅費之支給，除參加

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依本要點辦理外，其餘悉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員國內差

旅費辦法」支給。 

二、本要點所稱差旅費為國內外差旅費。國外差旅費（僅限出席國際會議及國外競賽）之

報支參考行政院「國外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補助經費及標準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後辦理。國內差旅費申請案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員國內差旅費辦法」及

本要點第三點辦理。 

三、差旅費支給標準如下（限參加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者）： 

補 助 內 容 與 金 額 

期 間 交 通 費 宿 費 膳 雜 費 報 名 費 

3 日以內 
自強號 

高 鐵 

國光號 

飛  機 

每日補助 

1,300 元 

每日補助 

250 元 研習每次補助總金額

最高 3,000 元 4 日(含) 

以上 

每日補助 

1,000 元 
同  上 

備 註 

1.開立發票抬頭應以正修科技大學為名。報支住宿費者，應檢據核實列

報；未能檢據者，僅支 1/2。 

2.高雄地區僅得報支報名費。 

3.各申請案最遲應於 12 月中旬前核銷完畢。 

4.報支高鐵車票者，限當日往返，並檢據核銷。 

5.計程車不得報支。 

6.由學校指派參與之研習課程，其報名費不受補助總金額最高 3,000

元限制。 

7.差旅費上限 5,000 元。 

8.以著作項目申請，報名費及材料費上限為 5,000 元。 

四、差旅費報支以會議開始日前往及結束日返回為原則，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以縮短

行程。往返之路程包括前往出差地點及返回學校，出差地點偏遠，可於出差請示單敘

明，路程假以出差前半日為原則，並於結束當日返回，若經校長同意後可酌予延長半

日。膳雜費之報支，應依事先核定之出差期間與行程及實際出差天數，按日依規定數

額報支。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六、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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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點 
 

98.02.16；99.01.04；100.07.11；100.09.05；101.05.03 行政會議通過 

91.02.25；91.06.24；92.08.04；95.12.18；97.06.23；98.02.23；99.01.29；100.07.28；100.09.13；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充實職工知能，培育人才，提升行政效率與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專任職工（不含約聘人員）、兼行政教師。 

三、進修種類含短期研習、全時進修暨公餘進修（均以國內為限），並依下列原則實施： 

（一）短期研習，含研討、研習、訓練、講習等（以學校薦派為原則）。 

（二）全時進修：本人上班時段內於國內立案專科以上學校進修者（得辦理留職停薪）。 

（三）公餘進修：本人上班時段外於國內立案專科以上學校進修者。 

（四）全時進修暨公餘進修者名額限制：以各一級單位總人數計算，每滿 10人同意 1人進

修，未滿 10人者 1人。 

（五）各項申請案須備齊相關資料，填寫請示單或經費申請表(書)，簽陳校長核定，經行

政會議審議後辦理核銷程序。 

四、職員參加校外舉辦與業務有關之研習經費得由教育部獎勵補助費項下支應，其補助內容

比照「獎勵補助經費差旅費支給要點」之規定，研習結束後辦理核銷，並繳交研習心得

報告、授權書、電子檔及結訓證書送人事處備查；其餘之研習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斟酌

支應。 

公餘進修者除就讀本校者依「本校教職員工福利實施要點」暨「本校行政人員本人及教

職員工子女就讀本校學費補助要點」酌予補助外，其餘概不補助。 

專任職工就讀本校者之補助金額由教育部獎勵補助費項下支應。 

五、公餘進修者，若其修讀課程時段與上班時間部份重疊者，應以事假辦理或於其他時段補

足上班時間。 

六、公餘進修者於進修開始學期至畢業學年度止，得留支原薪。 

七、全時進修暨公餘進修者，畢業後應回原單位原職繼續服務(義務年限與進修年限同)且不

得轉任。至畢業後是否改敘，仍須視缺額及升遷考試結果而定。 

八、進修人員應事先衡酌本身上班時段及業務後逐級簽陳校長核准進修，並於每年 9月 15 日

前，檢齊錄取通知單或註冊通知暨學生證、課表等至人事處辦理相關手續。 

九、學校每學期不定期舉辦語言、資訊、健康促進及提升服務品質等研習課程，課程補助項

目含材料費、鐘點費、交通費、膳雜費、住宿費等，補助標準比照「補助教師改進教學

實施要點」及「獎勵補助經費差旅費支給要點」，本項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費項下支應 

十、取得國家級證照、國際性資訊認證、乙級以上技能檢定證照或其他與工作相關之證照，

得酌予補助報名費、差旅費、認證（測驗）費，補助標準比照「補助教師改進教學實施

要點」及「獎勵補助經費差旅費支給要點」，本項經費由教育部獎勵補助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暨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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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行政人員本人及教職員工子女 

就讀本校學費補助要點 
 

91.06.24 修訂 

100.7.11；100.09.05；101.05.03 行政會議 

95.12.18；100.07.28；100.09.13；101.07.30 校務會議 

 

一、為提升本校行政人員素質及教職員工福利，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行政人員包括：正式編制內之職員、工友。 

三、凡本校行政人員本人或教職員工子女就讀本校者，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學費；惟學

期中休學、退學、開除學籍或延修者不得申請，已獲補助者應全額繳回。行政人員本人

補助金額由教育部獎勵補助費項下支應。 

四、補助金額： 

研 究 所 大 學 部 專 科 部 備 註 

不予補助 
每學期學費 

四 分 之 一 

每 學 期 學 費 

二 分 之 一 

已獲政府機關減免或補助者，視其減免

或補助金額及差額酌減，最高不得超過

左述補助金額。 

五、申請補助者應於開學日後一個月內填具申請表，檢附註冊費收據（政府機關減免或補助

證明）影本由人事處統一簽陳校長核定，經行政會議審議後辦理補助程序，逾期視同放

棄，不得異議。 

六、獲政府機關減免或補助者，應確實填載，由課外組及出納組核對；違者，當學期本校補

助部份全部收回，嗣後不再補助，並予以處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暨校務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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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1.採購作業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要點 

89.10.2校務會議通過；91.9.16；94.9.6；98.2.23;99.9.6;101.9.17 校務會議修訂 

98.3.25董事會議通過;99.9.27;101.9.28 董事會議修訂 

一、為建立本校採購制度，依相關法令及本校需求，訂定本要點。 

二、請(採)購作業程序： 

(一)請購作業 

1.單項採購請購金額達 100萬元者，需檢附呈核之簽呈。 

2.各請購單位依據核定之預算及項目登入預算管理系統填寫「請購單」，於請購單位主管

簽章後，送請總務處、會計處及校長簽核。 

若請購之物品係同一組（一批、一套），且含二項以上之品項，需檢附報價單或明細表，

或於請購單詳細列出細目。 

3.單項物品達 50萬元以上者，需先行敬會貴儀中心後，再送請總務處、會計處及校長簽

核。 

4.事務組接到核准之「請購單」後，依請購金額按規定辦理採購。 

(二)採購作業 

1.採購金額未達新台幣 1 萬元者，免取具估價單，由請購單位自行向具有營業登記之合

法廠商比（議）價後逕行採購。 

2.採購金額達新台幣 1 萬元以上者，由事務組會同請購單位合辦詢價取具 3 家以上有營

業登記之殷實廠商比（議）價後，於「工程及財物購買比價紀錄表」記錄，送請總務

處、會計處及校長核定採購。 

3.採購之物品及機械儀器設備僅有獨家廠商經營(代理)或必須指定 1 家廠牌或其他機構

讓售時，以致無法招商或比價者，得依直接議價方式辦理，若係指定 1家廠(商)牌時，

請購單位須敘明原因，需檢附相關資料如獨家發行、代理或製造，並送請總務處、會

計處及校長核定採購。 

4.校內經費，採購金額達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上者，採公開招標或函寄標單邀請 3 家以上

殷實業績良好之廠商報價，由主辦單位主持開標，並由會計處及相關單位派員會同監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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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受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A.政府補助款之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含)，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

(新台幣 100萬元)以上者，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理。 

B.依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規定，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

招標;第 49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除第 22 條第 1 項

各款情形外，仍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C.依政府採購法第 19 條規定，除依第 20條及 22條辦理者外，應辦理公開招標。 

D.學校辦理招標時，依政府採購法第 30條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 

E.學校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規定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

標之廠商。 

F.於辦理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按照政府採購法第

13條規定應由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6.底價訂定作業： 

A.請購金額達新台幣 10萬元以上者，應訂定底價。 

B.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 100萬元者，由總務長核定底價。 

C.請購金額達新台幣 100萬元以上，未達新台幣 1000萬元者，由校長或被指定授權

人員核定底價。 

D.請購金額達新台幣 1000萬元以上者，應先經底價審議小組議決後，由校長核定底

價。底價審議小組組織成員應逐年簽報校長核定。 

E.但重複性採購，如未達公告金額，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行簽報核定。 

7.開標時，若所有報價皆超逾底價，應先由最低標廠商優先減價 1次，如最低標廠商不

願減價或減價 1次後仍超過底價時，由出席參加之全體廠商當場比減價格，惟比減價

格以 3次為限，最後 1次比減價格結果，仍超過底價時，應當場宣佈廢標。 

8.國外採購作業 

A.採購國外財物得委託台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大專院校共建共享聯盟、貿易商或代理商等辦理。有關外購案之免稅

令申請事宜，悉依教育部頒佈「教育研究用品進口辦法」辦理。 

B.採購國外財物，得以外幣議價成交後，申請辦理教育部免稅令之手續，免稅令核准通

知後辦理結匯手續，貨物進關後再行辦理報關驗收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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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採購國外財物，確因國內無供貨廠商，為教學研究需要，必須向國外廠商直接購買，

由請購單位於比(議)價記錄表敘明原因且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經校長或其指定授權人

員核准後，再依循採購程序辦理。 

  (三)簽約作業 

採購金額達新台幣 20萬元以上者，須簽訂合約書。合約書內容為主要要求品質優良、

保固期限、履約期限、履約保證及訂定延遲罰則，以確保本校權益，合約經雙方同意

蓋章後始生效。 

(四)驗收作業 

採購核定後，通知廠商交貨或進行施工，請購單位依據成交報價單或合約內容進行交

貨，於財產管理系統內填具驗收資料、驗收結果，並列印出「財產(非消耗性物品)驗

收單」及「增加單」，送請事務組、保管組、會計處進行驗收，共同使用老師應全部參

加驗收簽章，送財產保管組，辦理保管登記手續。 

(五)核銷及付款作業 

 1、經常門： 

經驗收合格後，由廠商開立發票或收據，經辦人將發票或收據粘貼於「粘貼憑證用紙」

上並註明用途及金額，再檢附核准之請採購作業資料，辦理核銷及付款手續。 

    2、資本門： 

經驗收合格後，由廠商開立發票或收據，經辦人將發票或收據粘貼於「粘貼憑證用紙」

上並註明用途及金額，再檢附核准之請採購作業資料、驗收單及財產增加單，辦理財

產保管登記、核銷及付款手續。 

三、儀器設備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主管召集老師開會決定儀器設備項目、數量之購買優先順序。 

(二)依序辦理請(採)購作業，各單位共同使用老師二人以上者，需共同商議（單位主管為

當然召集人）決定規格、功能、數量及價格。 

(三)總務處依據各單位選用之規格、功能，進行招商議(比)價或公開招標，擇取最低價者，

呈報校長核准後，辦理簽約或通知交貨。 

四、大宗實習(驗)材料集中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一) 各單位學期結束一週後自行盤存並填寫下學期實習(驗)材料請(訂)購單，並依照請購

作業程序層呈校長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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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務組依據核准之請(訂)購單分類影印後，分送每一同類 3家以上之廠商。  

(三) 參加比價之廠商資格需具有合格之營業執照，對象不限，均可參加比價。實績欠佳廠

商應淘汰並另覓新廠商參加比價，儘量避免固定廠商有協商之機會。 

(四) 廠商寄回估價單，彙填廠商比價欄位，逐項比價擇廉圈購，此項工作邀請各相關單位

人員合辦。 

(五) 圈購物品，依照最低價各廠商別彙列，依循採購作業程序層呈校長簽核後，以通訊方

式通知廠商得標品項及交貨期限，須於開學前全部交貨驗收完畢。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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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經費請(採)購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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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開招標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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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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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往執行成效 

一、最近 3年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1.近 3年改善教學經費各項補助統計數據如下： 

年度 

項目 

99 100 101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進修 13 151,306 8 93,643 7 80,846 

研究 193 5,261,878 189 5,336,957 198 5,750,755 

研習 54 196,265 59 267,229 61 191,651 

著作 164 3,110,594 153 2,643,742 163 2,514,028 

升等送審 45 543,000 30 366,000 53 774,000 

改進教學 94 451,676 124 1,339,777 147 2,081,097 

編纂教材 116 596,149 64 344,633 53 264,922 

製作教具 23 517,974 25 641,346 30 619,596 

小計 702 10,828,842 652 11,033,327 712 12,276,895 

本校逐年調升教師教學獎助費，作為教師教學及個人專業成長之支援，有助提升教學  

品質與成效。 

2.本校持續鼓勵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並優先新聘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以改善師資結

構，近 3 年補助教師進修計 28 人次，補助新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薪資計 71 人次，助

理教授以上教師比例由 98學年度 65.72%提升至本(101)年 76.85%，成效顯著，成長圖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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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 2年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年度 類別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00 

電 

腦 

週 

邊 

個人電腦 1台 54,900 54,900  

個人電腦 8台 39,700 317,600  

個人電腦 61台 35,900 2,189,900  

個人電腦 1台 35,000 35,000  

個人電腦 51台 32,000 1,632,000  

個人電腦 91台 31,640 2,879,240  

個人電腦 2台 31,200 62,400  

個人電腦 8台 30,200 241,600  

個人電腦 61台 27,500 1,677,500  

個人電腦 24台 24,700 592,800  

個人電腦 15台 21,900 328,500  

個人電腦主機 22台 25,800 567,600  

個人電腦主機 61台 22,500 1,372,500  

個人電腦主機 30台 17,800 534,000  

多點觸控電腦 1台 26,000 26,000  

筆記型電腦 14台 29,600 414,400  

小計 12,925,940  

電 

子 

化 

教 

學 

設 

備 

數位講桌(含電腦) 2組 82,000 164,000  

數位講桌(含電腦) 1組 60,000 60,000  

廣播教學系統 2套 143,000 286,000 1to60 

單槍投影機 1台 58,000 58,000  5000流明 

單槍投影機 2台 41,000 82,000 4500流明 

單槍投影機 5台 32,000 160,000 3500流明 

單槍投影機 5台 22,000 110,000 2500流明 

電動銀幕 8面 11,000 88,000 120” 

電動銀幕 2面 10,000 20,000 100” 

互動式白板 3座 36,000 108,000  

數位相機 5台 29,500 147,500  

數位相機 2台 14,000 28,000  

數位相機 1台 10,300 10,300  

數位攝影機 1台 51,000 51,000  

數位攝影機 1台 18,900 18,900  

數位單眼相機 1台 73,200 73,200  

數位單眼相機 1台 28,000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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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數位單眼相機 1台 21,900 21,900  

小計 1,514,800  

101 

電 

腦 

週 

邊 

個人電腦 65台 32,800 2,132,000  

個人電腦 42台 38,500 1,617,000  

個人電腦 6台 31,000 186,000  

個人電腦 2台 20,700 41,400  

個人電腦 31台 22,000 682,000  

個人電腦 1台 22,800 22,800  

筆記型電腦 2台 31,000 62,000  

筆記型電腦 12台 34,000 408,000  

筆記型電腦 1台 29,300 29,300  

伺服器 2台 32,000 64,000  

液晶螢幕 60台 4,900 294,000  

軟體廣播教學系統 2套 71,400 142,800 1TO50 

軟體教學廣播系統 31套 1,583 49,073  

電腦還原軟體系統 31套 1,482 45,942  

多功能事務機 1台 19,000 19,000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1套 97,000 97,000 1TO60 

硬體廣播教學系統 1套 94,000 94,000 1TO58 

網路攝影機 20台 8,750 175,000  

無線基地台 20台 4,250 85,000  

無線寬頻路由器 20台 4,250 85,000  

小計 6,331,3150  

電 

子 

化 

教 

學 

設 

備 

單槍投影機 2台 29,000 58,000 4000流明含安裝 

單槍投影機 3台 31,000 93,000 4000流明含安裝 

單槍投影機 3台 26,500 79,500 4000流明 

單槍投影機 2台 25,000 50,000 3500流明含安裝 

單槍投影機 2台 23,000 46,000 3500流明含安裝 

短焦單槍投影機 1台 46,500 46,500  

電動銀幕 6面 10,500 63,000 120吋 

氣壓式銀幕 4面 4,800 19,200  

數位相機 2台 11,700 23,400  

數位相機 2台 15,700 31,400  

數位單眼相機 1台 25,000 25,000  

數位單眼相機 20台 25,000 500,000  

數位攝影機 2台 77,000 154,000  



104 

年度 類別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數位攝影機 1台 39,500 39,500  

數位攝影機 1台 29,500 29,500  

液晶電視 6台 25,000 150,000  

液晶電視 1台 24,000 24,000  

小計 1,432,000  

 

三、最近 3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年度 單位 學校特色 

99~101 人事處 

近 3 年積極鼓勵教師升等並新聘助理教授以上職級教師，99 學年

度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為 307人，101學年度提升至 332人，其中增

加教授 6 人、副教授 7 人、助理教授 12 人，佔全校專任講師以上

教師比例由 71.23%提升至 76.85%，師資結構改善成效卓著。 

99~101 圖資處 

1.積極充實教師指定參考書，學生升學、留學、就業、考試、專業

證照等相關資訊專櫃，強化對教學與研究的支援 

2.發展雲端數位資源以輔助教學與研究，收錄行動數位教材，提供

學生自學使用，並購置線上電子書、電子資源等數位館藏 

3.典藏本校藝術中心出版品與藝術、設計類圖書，充實「藝設典藏」

區特色館藏 

4.整合並購置與本館特色館藏相關之各類資源，如圖書、期刊及電

子資源等 

5.調查評估並引進系所需要之各類資源，以強化對教學與研究的支

援 

6.規劃主題圖書展，以主題型式推介本館現有館藏，推廣讀者借閱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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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主題專區統計（統計日截至 2011年 11月 20日）  

樓層 資源專區 冊/種 借閱/使用次數 

1樓 

教科書區 610 2,609 

創意閱讀區 351 1,472 

卓越計畫人文社會圖書區 698 5,819 

專業證照主題區 524 1,236 

藝設典藏 

（藝術設計類圖書區） 
1,183 1,028 

2樓 

中文電腦圖書區 38,826 21,299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701 不外借 

靜思坊（心靈成長圖書區） 176 2,769（使用人次） 

時尚流行雜誌區 20 
刊物不外借 

759（使用人次） 

4樓 正修人著作區 11,112 2,151 

99~101 
電子系

(所) 

1.半導體製程無塵室設備具高度整合並統一管理，其內可完成一系

列 IC製程模組訓練課程，為目前技職體系最完整之製程實驗室。

並配合其內材料物性量測設備，即時偵測其特性，而完成之成品

經由半導體量測實驗室執行電性分析以及奈米光電實驗室執行

光性量測驗證，建構一即時可靠的分析平台，除提供學生熟悉半

導體元件量測技術與理論結合外，並與南部科學園區聯華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2.相關設備所建置之特色實驗室包括射頻電路、電磁相容、半導

體製程無塵室、半導體量測、微波量測、射頻辨識系統、光纖

通訊、半導體製程元件模擬以及奈米光電量測實驗室等亦對於

教師之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之執行，提供絕佳的執行成效。 

通過 IEET 6年期認證 

 99年度教育部評鑑一等 

 99、100年度國科會計畫件數私立科大第一 

連續 8年榮獲經濟部工業部半導體學院人才培育計畫 

通過教育部特色計畫共 3年期 

連續 5年通過教育部 SOC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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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成果統計 

成果類別 (學)年度 件數 

技術研發 

國科會 

98年度 8 

99年度 14 

100年度 10 

專利 

98年度 8 

99年度 15 

100年度 40 

著作 

期刊論文 

97年度 31 

98年度 34 

99年度 71 

研討會論文 

97年度 88 

98年度 90 

99年度 70 

產學合作深耕教學 

產學計畫 

98年度 24 

99年度 22 

100年度 12 

教學融入輔導學生競賽 

97學年度 29 

98學年度 19 

99學年度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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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一)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二)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三)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四)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五)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六) 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七)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八)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它項目規格說明書 

(九)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十)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二、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預期成效 

發展重點與預期成效 

1. 符合各系所教學研究及發展需求，102年度各系所將建置之特色專業教室如下。 

(1)電子系：微波量測實驗室、半導體封裝量測實驗室。 

(2)資工系：感測技術實驗室、行動網路系統實驗室。 

(3)土木系：空間資訊技術研究室。 

(4)機械系：機電整合實驗室。 

(5)電機系：控制系統實習室、可程式控制系統實習室、照明光學量測實驗室。 

(6)運休系：球類活動資源教室、陸域活動資源教室。 

(7)企管系：企業營運模擬教室。 

(8)資管系：數位內容實習室。 

(9)應外系：多媒體語言教室。 

2. 增設汰換儀器設備，改善教學環境，使教材教法獲得更多元的運用，激勵學生學習興趣，

提升教學品質與效能。 

3. 提供新課程所需之儀器設備。 

4. 提供師生之研究需求。 

5. 提供新設系所之專業圖書期刊需求；發展數位館藏。 

6. 提供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動設備之需求以促進多元化發展。 

7. 提供產學合作需求。 

8. 持續建立學校特色。 

（各行政單位發展重點及預期成效請參見 P.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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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預期成效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預期成效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獎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

著作、升等送審、改進教學、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激發

教師研究能量，增進產學合

作。 

一、改善師資結構，專任助理教

授以上教師比例由 100 學年

度 74.18%，提升本學年度

76.85%，預計於 102 學年度

達 77%以上，增加教師之國

科會計畫、專題研究計畫、

期刊論文、專利以及產學合

作案件數量。 

二、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

教學等教學經費挹注，可強

化教學品質及成效。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強化職工行政相關事務研習

及鼓勵職工進修，以提高行政

工作效率及個人競爭力。 

提昇職工本職專業知能，提高工

作效率。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一、外聘社團指導老師，鼓勵

同學積極參與社團活

動，使社團活動多元化，

以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孕

育優秀領導服務人才。 

二、辦理各項活動，提昇學生

生活知識與技能。 

提高學生參與社團意願，增加對

學校的凝聚力及向心力。 

補助新聘及現有教師薪資 

優先補助 2年內新聘助理教授

以上教師薪資之本俸及學術

研究費。 

一、新聘助理教授以上並具備實

務經驗教師為主，以提升教

學內涵，並能與產業結合。 

二、鼓勵教師持續升等，提昇師

資素質，強化高階教師。 

※有關獎勵補助經費申請、核銷與其他應行注意事項，請參考「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

等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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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表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數字以整數為準，小數點不予計算） 

 

102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核定版) 

補助款(1) 獎勵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獎勵補助款 15﹪以上） 

總經費

(5)=(3)+(4) 

＄17,716,846 ＄46,035,097 ＄63,751,943 ＄9,562,791 ＄73,314,734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70﹪） 
補助款 獎勵款 

自籌款 

（30﹪） 

金額 ＄12,401,792 ＄32,224,568 ＄6,693,954 ＄5,315,054 ＄13,810,529 ＄2,868,837 

合計 ＄51,320,314 ＄21,994,420 

占總經

費比例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實際執行時，經常門預算至多得流

用 5%至資本門，流用後資本門不得高於 75%，經常門不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

須變更經常門及資本門比例者，應經專案核定後並列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

分應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理。 

註二：10%以上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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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是，$        0        ，占資本門        0       %（註三） 

■否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究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含自籌款金額】） 
$37,100,160 83.14% $6,693,954 100% 

請另填寫附表四 

﹩43,794,114 

二、圖書館自動化

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達

資本門經費 10%

【不含自籌款金

額】） 

圖書館自動

化設備 
$830,000    13.11%         $0    0% 

請另填寫附表

五、六 

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 
  

$5,500,000  
86.89%        $0    0% 

小計   

$6,330,000  
14.18%        $0    0%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設備（應達資本門經

費 2%【不含自籌款金額】） 
$1,196,200 2.68% $0 0% 請另填寫附表七 

四、其他（省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

理、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

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0 0% $0 0% 請另填寫附表八 

總 計 $44,626,360 100% $6,693,954 100%  

註三：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及興建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優先支用本項經費，於支用計畫

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定後，於資本門經費 50%內勻支，未經報核不得支用。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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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

常 門 經 費

30%以上【不含

自籌款金額】） 

編纂教材 $300,000 1.6% $0 0%  

製作教具 $850,000 4.4% $0 0%  

改進教學 $2,700,000 14.1% $0 0%  

研究 $5,200,000 27.2% $1,400,000 48.8%  

研習 $650,000 3.4% $0 0%  

進修 $0 0% $100,000 3.5% （註六） 

著作 $2,000,000 10.4% $0 0%  

升等送審 $400,000 2.1% $0 %  

小計 $12,100,000 63.3% $1,500,000 52.3%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不

含 自 籌 款 金

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212,500 1.1% $0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637,500 3.3% $0 0%  

小計 $850,000 4.4% $0 0%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

以內【不含自籌款金額】） 

$200,000 1.0% $0 0%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971,000 5.1% $840,000 29.3% 

請另填寫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4,504,583 23.6% $528,837 18.4% 

（註七）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500,000 2.6% $0 0% （註八）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5,004,583 26.2% $0 0%  

總 計 $19,125,583 100% $2,868,837 100%  

註五：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六：護理高階師資不足之學校，須優先選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 

註七：本項經費得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教師薪資獎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

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八：授權年限 2 年以內之「電子資料庫訂閱費」不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

目（應占經常門獎勵補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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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九：本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

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註十：自籌款不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

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限獎勵補助款，不含自籌款）。 

2.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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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儀器研究規格說明書 

（＊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 單槍投影機 亮度 4000ANSI,解析度 1024*768 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教學用 妝彩系 

視聽教學設備多媒

體化 

八(一)2 

P.88 

  

2 單槍投影機 亮度 4000ANSI,解析度 1024*768 以上 1 台 28,000 28,000  教學用 妝彩系 

視聽教學設備多媒

體化 

八(一)2 

P.88 

  

3 電動銀幕 120吋以上,電動昇降式 1 幅 15,000 15,000  教學用 妝彩系 

視聽教學設備多媒

體化 

八(一)2 

P.88 

  

4 電動銀幕 120吋以上,電動昇降式 1 幅 15,000 15,000  教學用 妝彩系 

視聽教學設備多媒

體化 

八(一)2 

P.88 

  

5 單槍投影機 
亮度 4000ANSI,解析度 1024*768 以上(含按

裝) 
2 台 30,000 6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二(1)增設商展展

示設備，使學生展

演更能不受場地限

制。P.180 

  

6 單槍投影機 亮度 4500ANSI,解析度 1024*768 以上 2 台 35,000 70,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10持續汰

舊換新或增購設

備。P.126 

  

7 單槍投影機 亮度 3000ANSI 解析度 1024*768 以上 1 台 23,000 23,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二(二)5充分運用

情境教室教學，陶

冶學生人文涵養。

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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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8 數位電子看板設備   1 組       
 

    

8-1 數位電子看板 
解析度 1920*1080,對比 5000:1,亮度

500nits,反應時間 6ms 
1 台 45,000 45,000  教學用 妝彩系 

八(一)2視聽教學

設備多媒體化 

P.88 
 8-2 播放盒 10/100MLAN 2xUSB.VGA 含控制軟體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妝彩系 

8-3 無線網路控制設備 含控制體 1 台 10,000 10,000  教學用 妝彩系 

9 單眼數位相機 1600萬畫素以上、高階彩色單眼反光式 1 台 36,000 36,000  教學用 資工系 

(二).1.(1)建置教

學型及實務研究型

實驗室 

P.145 

  

10 液晶電視 
42 吋 

含懸吊式固定架及配線 
1 台 45,500 45,500  教學用 國企系 

二-(二)-3 強化創

意設計與商業課程

之學習，培育創意

設計與行銷經營之

創意產業推廣人

才。P.223 

  

11 液晶電視 42 吋含懸吊式固定架及配線 1 台 45,500 45,5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二-(二)-3 強化創

意設計與商業課程

之學習，培育創意

設計與行銷經營之

創意產業推廣人

才。P.223 

  

12 液晶螢幕 42 吋觸控式，E7400以上 1 台 32,000 32,000  教學用 觀光學程 

二(二)1建立學程

專業特色教室，持

續採購課程所需軟

硬體設備。P.266 

  

13 數位講桌 
複合式材料一體成型，控制單槍及電腦開

關，螢幕升降，影音選擇，音量控制。 
3 台 40,000 120,000  教學用 國企系 

二 6(2)充實專業教

室及教師研究室軟

硬體設備。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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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4 數位講桌設備           
  

  

14-1 數位講桌 
複合式材料一體成型，控制單槍及電腦開

關，螢幕升降，影音選擇，音量控制。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二(二)5充分運用

情境 

教室教學，陶冶學

生人文涵養。P.285 

 

14-2 個人電腦 電腦 E4300 以上，17"以上螢幕，還原卡 1 台 26,500 26,5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15 個人電腦 
工作站 I3-530以上，17"螢幕以上，加購 4G

記憶體 
1 台 38,000 38,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3積極發展

產學合作計畫，建

立永續性產學合作

機制-導入製程模

擬分析軟體對工業

製程進行模擬預測

與品質分析，協助

產業縮短產品開發

週期。P.125 

  

16 個人電腦 
IntelCorei5 3.4 GHz 以上，17"螢幕以上，

還原卡 
60 台 30,000 1,80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一)1加強實驗

室之基礎設備之更

新及汰舊。P.99 

  

17 個人電腦 
E7400 以上 , 1TB硬碟，加購 4G 記憶體，還

原卡 
61 台 27,600  1,683,600  教學用 資管系 

二（二）2賡續更新

增購現有各研討實

習室及視聽教室之

設備，以配合課程

及研究需要、做為

學生專業訓練、課

程品保、精進教學

之用。 

  

18 個人電腦 E7400 以上，17"螢幕以上 3 台 24,000 72,000  教學用 醫工學程 

二(二)1醫學機電

整合教學與研究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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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9 個人電腦 E7400 以上，17"螢幕以上 1 台 24,000 24,000  教學用 國企系 

二 5(1)增加外語課

程之比重。提升英

文能力訂定最低英

語檢定畢業門檻。

P.181 

  

20 個人電腦 E7400 以上，17"螢幕以上 8 台 24,000 192,000  教學用 國企系 

二(1)與業界合作

開發會計、電腦與

相關證照題庫模擬

考軟體，創造產學

合作的模式。P.180 

  

21 個人電腦主機 工作站 I3-530以上 2 台 28,000  56,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2)3建置多媒體

語言專業教室及教

師研究室設備，推

動學生應用外語能

力處理即時資訊並

打造培育就業職能

之訓練實務環境。

P.252 

  

22 個人電腦主機 E7400 以上，還原卡 60 台 22,500 1,350,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2)3建置多媒體

語言專業教室及教

師研究室設備，推

動學生應用外語能

力處理即時資訊並

打造培育就業職能

之訓練實務環境。

P.252 

  

23 個人電腦 工作站 I3-530以上，17"螢幕以上 3 台 33,000 99,000  教學用 時尚學程 

二(二)1增購各專

業教室之設備與電

腦相關軟體，以配

合課程需要，做為

學生專業訓練之

用。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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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24 個人電腦 
工作站 I3-530以上，27"螢幕，1TB硬碟，

獨立顯卡 1G 
5 台 66,000 330,000  教學用 數位學程 

二-（一）-1 秉持理

論與實務並重的辦

學目標，培育學生

基礎數位內容學能

及科技管理能力，

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P.214 

  

25 個人電腦 
工作站 I3-530以上，17"螢幕以上，加購 4G

記憶體，獨立顯卡 1G 
5 台 43,000 215,000  教學用 數位學程 

二-（一）-1 秉持理

論與實務並重的辦

學目標，培育學生

基礎數位內容學能

及科技管理能力，

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P.214 

  

26 個人電腦 
All in one i7 四核心以上，1TB，多點觸控 

25"螢幕以上 
1 台 70,000 70,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10持續汰

舊換新或增購設備

P.126 

  

27 筆記型電腦 
I3-330M 13"螢幕以上，16G 記憶體，500G以

上硬碟，1G顯示卡 
1 台 99,000 99,000  教學用 建築系 

二(二)2 建立研究

室推廣師生研究風

氣。 

  

28 筆記型電腦 I3-330M 13"螢幕以上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資工系 

(二).1.(1)建置教

學型及實務研究型

實驗室 

P.145 

  

29 筆記型電腦 I3-330M 13"螢幕以上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醫工學程 

二-(二)-1醫學機

電整合教學與研

究。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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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30 筆記型電腦 
I3-330M 13"螢幕以上，獨立顯卡 2G，加購

4G 記憶體 
6 台 44,000 264,000  教學用 數位學程 

二-（一）-1 秉持理

論與實務並重的辦

學目標，培育學生

基礎數位內容學能

及科技管理能力，

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P.214 

  

31 筆記型電腦 
I3-530M 13"螢幕，8G記憶體，120G 以上硬

碟 
4 台 54,000  216,000  教學用 時尚學程 

二-(二)-1-(3) 增

購各專業教室之設

備與電腦相關軟

體，以配合課程需

要，做為學生專業

訓練之用。P.275 

  

32 平板電腦 32GB儲存設備記憶體、WiFi、藍芽 3.0以上 1 台 19,500 19,5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4結合

RFID及 ERP系統，

建立製商整合及電

子物流特色實習室

-在現有的 RFID 設

施與工廠生產線情

境下，將目前熱門

的物聯網與雲端技

術導入，擴充現有

RFID應用情境成為

先進的智慧化工廠

生產線。P.125 

  

33 平板電腦 16GB儲存記憶體、WiFi、藍芽 3.0以上 3 台 15,000 45,000  教學用 數位學程 

二-（一）-1 秉持理

論與實務並重的辦

學目標，培育學生

基礎數位內容學能

及科技管理能力，

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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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34 平板電腦 16GB儲存記憶體、WiFi、藍芽 3.0以上 5 台 15,000 75,000  教學用 國企系 

二(二)4結合數位

化教材配合戶外商

展教學應用 P.180 

  

35 伺服器 
Xeon X3430 4C、 2.4GHz/1333MHz/ 8MB L3 規

格以上 
1 台 75,000 75,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4-(2)結

合 RFID及 ERP系

統，建立製商整合

及電子物流特色實

習室。P.125 

  

36 個人電腦 觸控式，E7400 以上，17"螢幕以上 2 台 30,000 60,000  教學用 觀光學程 

二、(二)、1、(4) 建

立學程專業特色教

室，持續採購課程

所需軟硬體設備。

P.266 

  

37 
Autodesk-Master 

Suite 軟體 
2013版，2000人，永久授權 1 套 500,000 500,000  教學用 工學院 

三(二)1整合學院

教學實習研究提升

教學資源質與量

P.75 

  

38 水療沖射淋浴設備 

功率：3000W,水壓：0.1~0.3Mpa,溫度設定：

20~60 度,系統預設值為 45度,時間設定範

圍：10-98分鐘 

1 組 80,000 80,000  教學用 妝彩系 

健康美容與美容微

整型醫學之整合將

健康觀念－『預防

重於治療』，導入

教學與研究。二

(二)6,P83 

  

39 冷藏樣品保存箱 

溫度使用範圍：2~10℃ 

調節精度：±1.5℃ 

分佈棈度：±1.5℃at4℃ 

照明:40W 

容量：1040L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用 妝彩系 

化妝品實驗教學基

礎教育訓練二

(一)3(1),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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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40 數位型黏度計 

黏度測試範圍: 100～40,000,000 cp (需選

用 1 號針) 

精 確 度: ±1% 

1 台 175,000 175,000  教學用 妝彩系 

化妝品實驗教學基

礎教育訓練二

(一)3(1) 

P.82 

  

41 紅外線水分儀 

最小顯示：水分率 0.1%，重量 0.005g 

測定範圍：0~100%（水分，固形分） 

測定精度：試料重量 5g以上 0.1%（含水率） 

1 台 49,000 49,000  教學用 妝彩系 

化妝品實驗教學基

礎教育訓練二

(一)3(1) 

P.82 

  

42 抗壓代謝機 110V/60Hz 65W 1 台 16,000 16,000  教學用 妝彩系 

健康美容與美容微

整型醫學之整合將

健康觀念－『預防

重於治療』，導入

教學與研究。二

(二)6 

P.83 

  

43 均質機 
轉速:10,000~30,000rpm  

處理量：0.2~8000ml，最高黏度 10000cP 
2 台 65,000 130,000  教學用 妝彩系 

化妝品實驗教學基

礎教育訓練二

(一)3(1) 

P.82 

  

44 推脂機 

110V/60Hz  

44W  

31*34*96cm 

3 台      12,000  36,000  教學用 妝彩系 

健康美容與美容微

整型醫學之整合將

健康觀念－『預防

重於治療』，導入

教學與研究。二

(二)6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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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45 桌上型變速車床 6 段式 3 台      66,300  198,900  教學用 機械系 

二（一）1推動及建

立五軸加工精密製

造與量測技術。 

規劃建立五軸加工

精密製造與量測技

術，以期達成本系

精密機械設計製造

分析領域之教學特

色目標。P.107 

  

46 桌上型變速車床 無段式 2 台      75,300  150,600  教學用 機械系 

二（一）1推動及建

立五軸加工精密製

造與量測技術。 

規劃建立五軸加工

精密製造與量測技

術，以期達成本系

精密機械設計製造

分析領域之教學特

色目標。P.107 

  

47 電子式荷重計 

1.S-2T 

2.額定輸出:(2.0mV,S1,21.0mV/V) 

3.總和誤差:0.05% 

1 台      12,000  12,000  教學用 土木系 

配合材料科技之發

展，培育新材料研

發與檢測技術之人

才，提升技術與應

用相融之研究與教

學成效。(二)2.策

略(1)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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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48 音量檢測儀 

音量檢測儀設備:                                 

(一)積分式全頻噪音計                                  

符合標準：Class 1  IEC 60651/60804/61672                                    

(二)訊號產生器                               

輸出：高達 1000 W @ 0.01% THD+N                                

最大輸出電流：40 A 

最小負載電阻：2 

揚聲器連接器：4pin 

保護功能: 過電流保護、 熱保護、長期高頻

保護                               

(三)六面體喇叭                                         

喇叭數：六面體                     

負載能力：300 W                    

阻抗：6                             

聲功率：120 dB (80 Hz – 6.3 kHz)  

1 組     315,000  315,000  教學用 土木系 

進行廢棄物作為綠

色新材料的開發或

新技術研究。

(二)2.策略

(4)P.92 

  

49 
橋梁傾斜監控        

設備 

1.雙動式 1/4HP 八並聯油壓系統。 

2.油壓缸衝程 15cm 高，共 4 組。            

3.線性電位計 4 支 

1 套     343,000  343,000  教學用 土木系 

配合系特色，發展

有線及無線感測之

橋樑即時監測系

統。製作大尺寸橋

樑模型，結合現有

500T壓載台，並融

入「量測自動化」

及「工程監測實驗」

等新設課程。

(二)2.策略

(3)P.92 

  

50 
危害氣體行動監測裝

置  

1.危害氣體感測器:        

(1)一氧化碳感測(解析度 1ppm)                      

(2)二氧化碳感測(解析度 2ppm)             

(3)瓦期感測(解析度 2ppm)                  

(4)甲烷感測(解析度 2ppm)                  

2.履帶式車載系統:                    

1 套     330,000  330,000  教學用 土木系 

配合系特色，發展

有線及無線感測之

橋樑即時監測系

統。製作大尺寸橋

樑模型，結合現有

500T壓載台，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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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具 PID 比例微分積分控制轉速回授及加 

速度時間控制 

2.80cm距及自動感應防碰撞紅外線系統 

3.200 萬畫赤攝影機影像無線傳輸 

4.系統整合及展示:支援手持式電腦端及 WSN 

無線監控模組 

入「量測自動化」

及「工程監測實驗」

等新設課程。

(二)2.策略

(3)P.92 

51 
電波無反射室微波暗

房 
升級使暗房可量測至 400MHz 天線 1 套 680,000 68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1-(1)加強實

驗室教學設備。

P.100 

  

52 ANSYS 模擬軟體  教育版 50 license 1 套 350,000 35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1-(1)；

(二)3-(1)~(3) 規

劃半導體封裝模擬

系列課程所需軟體

(中程目標之 P.100 

  

53 Moldex3D 模擬軟體 教育版 60 license 1 套 575,000 575,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1-(1)；

(二)3-(1)~(3)規

劃半導體封裝模擬

系列課程所需軟體

(中程目標之 

P.100 

  

54 
Altium Designer 軟

體 
網路版 61User 1 套 346,000 346,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1-(1)；

(二)3-(1)~(3)規

劃半導體封裝模擬

系列課程所需軟體

(中程目標之 

P.100 

  

55 智慧型感測模組 BASIC Commander 8 套 20,000 16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2.-(1)(2)實

驗課程創作成果及

參與競賽研發模組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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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56 
智慧型機器人控制模

組 
2 足機器人機構 8 套 24,000 192,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2.-(1)(2)實

驗課程創作成果及

參與競賽研發模組                 

P.100 

  

57 網路分析儀多工器 頻段 26.5GHz 1 TO 6 1 套 200,000 20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1.-(1)(2) 

持續擴充實驗室設

備，提供學生優質

專業學習研究環境

P.100 

  

58 
雲端無線電力監控系

統開發平台 
頻段 2.4GHz 1 台 90,000 90,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1.-(1)(2) 

持續擴充實驗室設

備，提供學生優質

專業學習研究環境

P.100 

  

59 光量子計 太陽輻射量測 1 台 47,500 47,5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1.-(1)(2) 

持續擴充實驗室設

備，提供學生優質

專業學習研究環境

P.100 

  

60 
ARM Cortex-M0微控

制器平台 
32 位元 Cortex-M0 20 台 18,225 364,5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2.-(1)(2)實

驗課程創作成果及

參與競賽研發模組

P.100 

  

61 可程式控制器 主程式及模擬畫面功能 20 台 13,000 260,000  教學用 機械系 
二-（一）-2 推動設

立及充實創意機構

應用設計、玩具（機

器人）設計等機電

系統整合與自動化

主題實驗室。P.107 

 

62 可程式控制編輯軟體 
16 點數位輸入、輸出，輸出型態維暨電器乾

接點 
30 套 15,000 450,000  教學用 機械系 

63 類比輸入模組 
輸入型態 4~20mA、模組化設計、信號解析度

至少 1.2bit 
20 台 12,100 242,000  教學用 機械系 

64 類比輸出模組 
輸出型態 4~20mA、模組化設計、信號解析度

至少 1.2bit 
20 台 13,100 262,000  教學用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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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65 教學機 壓克力盒裝體含配件及組立 20 台 25,000 500,000  教學用 機械系 

66 MasterCAM 軟體  
CNC Software,inc./MasterCAD 3D MILL 

CAD/CAM X5 
1 套 60,000 60,000  教學用 機械系 

二（一）1推動及建

立五軸加工精密製

造與量測技術。 

規劃建立五軸加工

精密製造與量測技

術，以期達成本系

精密機械設計製造

分析領域之教學特

色目標。P.107 

 67 
Unigraphics NX 軟

體 
西門子/3D Mill CAD/CAM 1 套 61,410 61,410  教學用 機械系 

68 
CATIA ED2 教育版軟

體 
CATIA/CATIA V5R20 ED2 1 套 65,000 65,000  教學用 機械系 

69 多用途電源供應器 可支援交流單相/三相電源輸出 8 台 160,000 1,28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70 多用途負載箱 

實驗時，作為負載元件、每種負載皆可做單

相十五段負載投入實驗與三相五段負載投入

實驗等附有移動輪(前方採用加掛剎車式移

動輪二組，後方為無剎車式移動輪二組)，方

便使用者移動 

8 台 42,000 336,0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71 
單三相感應電動機接

線實驗裝置 

電動機本體、一組離心開關、接線面板部分、

獨立系統之電源限流保護開關、接線端台採

用 ψ4mm 端子引出...等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72 磁粉式動力計 

最大測試容量：3HP. 

速度檢知方式、速度顯示方式、轉距檢知方

式、轉距顯示方式 

磁粉式制動激磁電壓 :0-24DCV. 

制動力距、散熱方式、組成方式上...等、需

與使用單位現行設備相符 

1 台 70,000 7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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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73 PLC教學機 
含可程式控制器、ICB-USB-B-TO-F X2N 傳輸

線等配件 
10 套 41,790 417,9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74 PCB裁板機 KC-168S 1 台 16,800 16,8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75 吸煙器 HV-2E-110V 1 台 36,645 36,645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76 數位恆溫吸錫台 WDD81V, 110V 1 台 41,475 41,475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77 雙層真空曝光機 KVB-30DT-110V 2 台 14,700 29,4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78 燈頭量規組 

E12/E14/E17/E26/E27/E40 通規 

E12/E14/E17/E26/E27/E40 止規 

E12/E14/E17/E26/E27/E40 接觸性能規 

E14/E27/E40 焊錫高度規 

E14/E27/E40 防意外觸電規 

G5/G13/GX5.3 成品通規 

G5/G13/GX5.3 成品止規 

GU10/GX5.3 通止規 

1 套 593,300 593,3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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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79 烤箱 

機台內部尺寸約 W1200*H900*D500mm 

機台結構：單門式，箱底有剎車，含玻璃觀

測窗 

溫度範圍：室溫~260℃；內箱分佈均勻度：±2% 

機械鈑金結構：內箱為不鏽鋼，外層粉體烤

漆處理 

電路控制系統：PID 自動演算，有過電流保

護裝置 

電源：220V 1 相 

附件：電纜線 2 米，條狀柵板 3片，TAF 實

驗室校正報告 

1 台 80,000 8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80 閃頻式轉速計 

測試範圍：30~20,000 FPM 

轉速計模式：5~250,000RPM 

6 位數 LCD顯示 

準確度：0.002%或±0.01FPM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81 高頻火花模擬器 

1.符合 IEC61347-1/舊版 60065 等高頻火花

模擬測試要求 

2.頻率:6~7MHz 

3.手持式放電棒 

1 台 210,000 21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82 LED燈控制器恆溫箱 

1.保證符合 IEC61347-1附錄 D及 UL935等法 

規相關測試要求 

2.材質電木,前拉門透明壓克力,依法規圖面 

尺寸 

3.電熱板 280Wx4,溫度控制範圍:常溫～70℃ 

(超溫保護可設定) 

4.銷售實績:  

UL/ITS/BV-ADT/TUV-SUD/Nemko/ETC/暐 

誠....等 Lab 

5.報價含內部三個點角落的測溫線(不含 T/C 

線校正) 

1 台 120,000 120,0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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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83 低階伺服器 

Quad-Core Intel Xeon 3.2GHz 一顆(Windows 

Server Standard 作業系統)(Serial ATA 硬

碟) 

2 台 59,475 118,95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84 
直立型不斷電 

系統 
1500VA 在線式(ON-Line)  1 台 11,050 11,05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 配合政

府發展綠能產業政

策，發展系所特

色。P.116 

  

85 模流分析軟體 教育版 1 套 99,000 99,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3-(1)積

極發展產學合作計

畫，建立永續性產

學合作機制-導入

製程模擬分析軟體

對工業製程進行模

擬預測與品質分

析，協助產業縮短

產品開發週期。

P.125 

  

86 先進排程軟體 教育版 1 套 210,000 210,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4-(2)結

合 RFID及 ERP系

統，建立製商整合

及電子物流特色實

習室-在現有的

RFID設施與工廠生

產線情境下，將目

前熱門的物聯網與

雲端技術導入，擴

充現有 RFID應用情

境成為先進的智慧

化工廠生產線。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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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87 
風險管理應用工具軟

體 
單機教育版 1 套 130,000 130,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7評估結

合 TRIZ與風險管理

設立創新與專利管

理研究室，協助產

業作內部稽核、品

質改善與工安預

防。P.125 

  

88 
射出成型製程分析軟

體 
網路版，25User 1 套 260,000 260,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3-(1)積

極發展產學合作計

畫，建立永續性產

學合作機制-導入

製程模擬分析軟體

對工業製程進行模

擬預測與品質分

析，協助產業縮短

產品開發週期。

P.125 

  

89 
OptiY 工程應用之最

佳化統計分析軟體 
教育單機專業版 1 套 95,000 95,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3-(1)積

極發展產學合作計

畫，建立永續性產

學合作機制-導入

製程模擬分析軟體

對工業製程進行模

擬預測與品質分

析，協助產業縮短

產品開發週期。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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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90 SIMUL8 軟體 教育科系授權版 1 套 99,000 99,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3-(1)積

極發展產學合作計

畫，建立永續性產

學合作機制-導入

製程模擬分析軟體

對工業製程進行模

擬預測與品質分

析，協助產業縮短

產品開發週期。

P.125 

  

91 雲端物聯網系統       
  

  
  

 

91-1 智慧型手機 

1. 4.3 吋觸控  

2. Android 2.2  

3. 內建 1G Hz  

4. 800 萬畫素相機、自動對焦  

5. LED 閃光燈  

6. GPS 衛星導航  

7. Wi-Fi 802.11 b/g/n 規格以上 

1 台 16,500 16,5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4結合

RFID及 ERP系統，

建立製商整合及電

子物流特色實習室

-在現有的 RFID 設

施與工廠生產線情

境下，將目前熱門

的物聯網與雲端技

術導入，擴充現有

RFID應用情境成為

先進的智慧化工廠

生產線。P.125 

  

91-2 多功能小型對講機 

1. 操作系統:Windows CE 5.0  

2. CPU:Intel PXA 270CE520 MHz  

3. FlashROM：64MB  

4. SDRAM：128MB  

5. 鍵盤:17（12 個數字和 5個功能鍵硬鍵） 

6. 顯示:3.5寸 QVGA彩色觸摸屏 規格以上 

1 台 70,000 70,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4結合

RFID及 ERP系統，

建立製商整合及電

子物流特色實習室

-在現有的 RFID 設

施與工廠生產線情

境下，將目前熱門

的物聯網與雲端技

術導入，擴充現有

RFID應用情境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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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先進的智慧化工廠

生產線。P.125 

91-3 物流雲端管理軟體 

1. 物聯網雲端系統  

2. 更新本系現有的 RFID物流實驗平台資訊

系統，且同步新舊設備軟體，讓系統能順

利運作。 

1 套 100,000 100,000  教學用 工管系 

二-(二)-4結合

RFID及 ERP系統，

建立製商整合及電

子物流特色實習室

-在現有的 RFID 設

施與工廠生產線情

境下，將目前熱門

的物聯網與雲端技

術導入，擴充現有

RFID應用情境成為

先進的智慧化工廠

生產線。P.125 

  

94 液晶顯示器 
70吋-LED液晶電視,畫素1920×1080以上,含

移動式固定架 
1 台 70,000 70,000  教學用 建築系 

二(二)1建築與室

內設計等相關課程

教學用，以提昇學

生設計能力與表現

素質。P.134 

  

94 
建築專業繪圖軟體

(SketchUp) 
SketchUp Pro(3D 軟體) 教育授權版 1 台 99,000 99,000  教學用 建築系 

二(二)1建築與室

內設計等相關課程

教學用，以提昇學

生設計能力與表現

素質。P.134 

  

95 
建築專業繪圖軟體

(CorelDraw) 
CorelDraw X (排版軟體)教育授權版(100人) 1 套 103,000 103,000  教學用 建築系 

二(二)1建築與室

內設計等相關課程

教學用，以提昇學

生設計能力與表現

素質。P.134 

  

96 
建築專業繪圖軟體

(V-Ray) 
V-Ray for Rhino 渲染軟體 1 套 74,800 74,800  教學用 建築系 

二(二)1建築與室

內設計等相關課程

教學用，以提昇學

生設計能力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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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素質。P.134 

97 教學提示機 

AVer Vision CP-355鵝頸式數位資料提示機,

超廣角鏡頭拍攝範圍可達 A4 ,HD720P, 總放

大倍率 80 倍 ,24fps 動態影像流暢不失真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用 建築系 

二(二)1建築與室

內設計等相關課程

教學用，以提昇學

生設計能力與表現

素質。P.134 

  

98 繪圖機 44 英吋 A0,8色墨水彩色噴墨 1 台 115,000 115,000  教學用 資工系 

(二).1.(1)建置教

學型及實務研究型

實驗室 

P.145 

  

99 
手機應用程式開發

平台 

ARM Cortex A8  

7 吋觸控式螢幕、WIFI 模組、3G模組、GPS

模組、CAMERA 模組 

28 套 35,400 991,200  教學用 資工系 

(二).1.(1)建置教

學型及實務研究型

實驗室 

P.145 

  

100 
生醫信量測監控系

統 

624MHz WiFi/Bluetooth、 

血壓量測模組、血氧量測模組、心電圖量測

模組、呼吸速率測模組 

11 套 90,000 990,000  教學用 資工系 

(二).1.(1)建置教

學型及實務研究型

實驗室 

P.145 

  

101 數位儲存示波器 GDS-1072A-U 10 台 24,000 240,000  教學用 醫工學程 

二-(二)-1醫學機

電整合教學與研

究。P.165 

  

102 即時動畫軟體 iClone5，學院版 1 套 560,000 560,000  教學用 管理學院 

二(一)2協調系所

實習資源互補性提

升設備資源使用率

P.172 

 

103 Autodesk AECS 軟體 2013版，六合一教育版，60 人 1 套 450,000 450,000  教學用 管理學院 

二(一)2協調系所

實習資源互補性提

升設備資源使用率

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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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04 門市經營管理與互動演練教學系統 1 式   
    

  

104-1 
流通大師 BSMS經銷

存管理系統軟體 
單店網路版 1 套 98,000 98,000  教學用 企管系 

二-（二）-2-(1)隨

科技發展更新軟體

與設備，以輔助實

務技能之養成。

p190。   配合系組

由投資理財組更換

為流通管理組，建

立對應的實務實習

演練教學環境。 

  

104-2 前端 ENPOS收銀軟體 標準版 1 套 36,000 36,000  教學用 企管系 

104-3 
影音互動演練與協

同教學軟體 
專業版(18點授權)(含 HD錄製與直播) 1 式 550,000 550,000  教學用 企管系 

104-4 
多功能影音廣播教

學軟體 
(17點授權)(含 1講師端+16 學生端) 1 式 95,000 95,000  教學用 企管系 

104-5 
高階觸控型教學主

機系統 
AIO 23 吋 i7 1 套 50,000 50,000  教學用 企管系 

104-6 

門市經營管理與互

動演練教學管理主

機 

i7 系統 1 套 40,000 40,000  教學用 企管系 

104-7 條碼機 TSC TTP-224 Plus 1 台 18,000 18,000  教學用 企管系 
 

105 成音編輯軟體 Acoustica Mixcraft 6、系所版 1 套 98,000  98,000  教學用 數位學程 

二-（一）-1 秉持理

論與實務並重的辦

學目標，培育學生

基礎數位內容學能

及科技管理能力，

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P.214 

 

106 互動開發套件 Arduino 開發套件 2 套 25,000 50,000  教學用 數位學程 

二-（一）-1 秉持理

論與實務並重的辦

學目標，培育學生

基礎數位內容學能

及科技管理能力，

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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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07 教學工作台 含置物櫃 1 式 36,000 36,0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二-(二)-3 強化創

意設計與商業課程

之學習，培育創意

設計與行銷經營之

創意產業推廣人

才。P.223 

  

108 展示櫃 
訂製依現場製作 

壁面展示櫃 
1 式 107,500 107,5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二-(二)-3 強化創

意設計與商業課程

之學習，培育創意

設計與行銷經營之

創意產業推廣人

才。P.223 

  

109 全彩掃描器 

2.48秒/單頁、 

全彩 A3、 

300dpi 

1 台 46,500 46,5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二-(二)-3 強化創

意設計與商業課程

之學習，培育創意

設計與行銷經營之

創意產業推廣人

才。P.223 

  

110 繪圖板 6*9" 4 個 12,000 48,0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二-(二)-3 強化創

意設計與商業課程

之學習，培育創意

設計與行銷經營之

創意產業推廣人

才。P.223 

  

111 教師端主控電腦 

CPU：Intel® Core™ i3-2120  

RAM : 4GB DDR3-1600  RAM 

HDD : 500GBx1  SATA 7200 rpm 

顯示卡: Intel HD Graphics  

網路卡: 內建 10/100/1000Mbps Gigabit LAN 

讀卡機：22-1多功能讀卡機  

光碟機:16X DVD+-RW SuperMulti 

滑鼠鍵盤: USB 光學滑鼠 USB 鍵盤組 

2 台 28,000  56,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二)3-建置多媒

體語言專業教室及

教師研究室設備，

推動學生應用外語

能力處理即時資訊

並打造培育就業職

能之訓練實務環

境。P.256 

  

112 高階版控制電腦 1.提供操作畫面，執行語言教學標準操作軟 1 套 38,000  38,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二)3-建置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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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體。 

2.整合/控制音源主機，影像主機與視訊交換 

控制系統。 

體語言專業教室及

教師研究室設備，

推動學生應用外語

能力處理即時資訊

並打造培育就業職

能之訓練實務環

境。P.256 

113 語言教學控制主機 

1.除音源設備與主機聲音連接埠之外，具 72 

組音源輸出入埠供音源子機盒連接。 

2.提供任意音源輸出入矩陣分配功能教室所 

有影像及音源設備的播放均統一在一個操 

控平台的螢幕上執行，各項功能採電腦圖 

形介面操控並 

3.具文字提示功能，指定對講功能，資料管 

理功能，教學功能，分組練習功能，群組 

廣播功能，電話功能，考試功能，提供情 

境式教學 

1 套 265,000  265,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二)3-建置多媒

體語言專業教室及

教師研究室設備，

推動學生應用外語

能力處理即時資訊

並打造培育就業職

能之訓練實務環

境。P.256 

  

114 
數位錄音教材編輯

器 

1.採數位錄音方式，非傳統卡座或電腦，可

存放 99段落重點教材錄音，方便老師編輯

教材及重點段落教學 

2.錄音容量達 5 小時，並可同步錄製整節課

之內容分 99 段落，老師依 LCD 1～99 段落

號碼，快速搜尋播放 

1 台 21,500  21,5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二)3-建置多媒

體語言專業教室及

教師研究室設備，

推動學生應用外語

能力處理即時資訊

並打造培育就業職

能之訓練實務環

境。P.256 

  

115 視訊交換控制系統 

適用於語言教室或視聽會議室，可接受輸入

來自不同設備的影像訊號。如 PC 的 VGA 與

VCR的 NTSC等。並可分別以 VGA或 NTSC的

訊號同步輸出 

1 台 53,360  53,36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二)3-建置多媒

體語言專業教室及

教師研究室設備，

推動學生應用外語

能力處理即時資訊

並打造培育就業職

能之訓練實務環

境。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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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連結 
備註 

116 數位語音收集系統 

語音傳輸軟體與硬體由語言教學系統主控

端，透過 Switching Hub以區域網路方式連

接每位學生的數位錄音子機而構成。區域網

路以 TCP/IP介面方式將老師 PC與Switching 

Hub及學生子機做連結,以確保語音檔案在傳

輸上的速度與正確性 

1 套 57,000  57,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二)3-建置多媒

體語言專業教室及

教師研究室設備，

推動學生應用外語

能力處理即時資訊

並打造培育就業職

能之訓練實務環

境。P.256 

  

117 
數位錄音語言學習

子機 

1.可支援 USB移動碟，讓學生自子機複製檔 

案，帶回家做自我練習。 

2.可支援老師(教材)聲音與學生聲音兩個不 

同聲道。 

3.可提供 SP/SPP/SSP 等練習模式，讓學生跟 

讀、錄音、重播與比較等練習 

4.子機本身可存錄 5小時以上的錄音時間 

60 台 21,500  1,290,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二)3-建置多媒

體語言專業教室及

教師研究室設備，

推動學生應用外語

能力處理即時資訊

並打造培育就業職

能之訓練實務環

境。P.256 

  

118 檯式單熱開水器 

容量 6.5L 

電流 9A 

功率(1kw) 

電壓 110V 

1 台 12,000 12,000  教學用 休運系 

二-（一）-1- (2) 領

域延伸培育養生產

業經營管理服務人

才。P.262 

二-（一）-3- (1) 持

續充實現有專業教

室儀器與設備。

P.262 

二-（一）-4- (1) 配

合人才培育目標，

開設就業學程、證

照課程、實務課程

與創思課程。P.262 

二-（二）-1 - (2) 

持續充實專業教室

儀器與設備。 

P.263 

 

119 
削冰及碎冰兩用刨

冰機 

電源 250/260W 

尺寸 360×421×429mm 

單相 110V/60HZ 

1 台 28,000 28,000  教學用 休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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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二-（二）-2- (2) 完

善活動事件管理課

程。P.263 

120 登山車 

車架:鋁合金  

前叉:SPINNER 300LC 變速系統:SHIMANO 

ALIVIO 27 速輪組:FORMULA 花鼓 

26 吋、12.7 KG 以下(含) 

27 段變速 

30 台 11,000 330,000  教學用 休運系 

二-（一）-1- (1) 

(2)增加運動領域

運動績優招生種

類。領域延伸培育

養生產業經營管理

服務人才。P.262  

二-（一）-3- (1)

持續充實現有專業

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2  

二-（一）-4- (1) 

(7)配合人才培育

目標，開設就業學

程、證照課程、實

務課程與創思課

程。鼓勵教師積極

提升專業實務操作

能力。P.262  

二-（一）-5- (4)

建立畢業生追蹤與

輔導機制。P.262  

二-（二）-1- (2) 持

續充實專業教室儀

器與設備。P.263 

二-（二）-2- (2) 完

善養生服務技能課

程。P.263  

二-（二）-3- (2) 整

合師資專長積極爭

取承接部會、地方

 

121 公路車 

車架:鋁合金  

前叉:碳纖維  

變速統:SHIMANO TIAGRA 飛輪 11-28T 30速

輪組:FORMULA 花鼓 

9.3 KG 以下 

18 段變速以上 

10 台 13,700 137,000  教學用 休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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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政府及機構計畫

案。P.263 

122 網球發球機 

1.搖控與面板雙重操作、LCD 顯示。 

2.10種搖控功能：發球速度、出球頻率、工 

作/暫停、定點/平擊、水平擺動、垂直擺 

動、高吊、隨機、上旋球、下旋球。 

3.交流電(110-240V)、直流電(12V)兩用電 

源。 

4. 可調發球速度 30-150公里/小時，可調出 

球頻率 2-12 秒/球。 

5.外置便攜式電池，面板電量顯示，充足電 

使用 2-3 小時 

6.裝球容量：約 120粒 

7.重量：28公斤±2 

8.主機體：51*48*63 CM±5% 

2 台 84,000 168,000  教學用 休運系 

二-（一）-1- (1) 

(2)增加運動領域

運動績優招生種

類。領域延伸培育

養生產業經營管理

服務人才。P.262   

二-（一）-3- (1)

持續充實現有專業

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2   

二-（一）-4- (1) 

(6)(7)配合人才培

育目標，開設就業

學程、證照課程、

實務課程與創思課

程。鼓勵教師爭取

產學合作案與研究

計畫案。鼓勵教師

積極提升專業實務

操作能力。P.262 

二-（二）-1- (2) 持

續充實專業教室儀

器與設備。P.263 

二-（二）-2- (2) 完

善養生服務技能課

程。P.263  

二-（二）-3- (2) 整

合師資專長積極爭

取承接部會、地方

政府及機構計畫

案。P.263 

 

123 電腦網球拍穿線機 L1034xW393xH1045mm±5 1 台 145,000 145,000  教學用 休運系 

124 電腦羽球拍穿線機 

L880*W380*H1035mm±5、360 度旋轉 6 點固定

式架拍，夾線器快速拆卸、縮短穿線時間電

壓 110ｖ－220ｖ 

1 台 145,000 145,000  教學用 休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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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25 
中式雙口不銹鋼砲

台式快速爐  

台面採用 SUS304#1.5m/m 不銹鋼板製造。側

板採用 SUS304#1.0m/m 不銹鋼板製造。瓦斯

發熱量：23000 BTU/Hr。爐框採用乙丙檢定

教學型蒸、煮兩用爐框。附不銹鋼高低調整

腳四只。採用自動電子點火系統，單開關或

雙開關均可。 

8 台 48,000 384,000 教學用 餐管系 

（一）短程目標 

1.擴大人才培育範

圍，符應產業人力

需求 

策略（1）強化課程

設計，達成培養餐

飲菁英之目標。 

策略（2）培育具餐

飲專業知能與工作

態度之經營管理服

務專業人才。 

3.持續建構教學設

備，提昇學生學習

效果 

策略（1）持續充實

現有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 

4.落實教學改善計

畫，推動教師專業

成長 

策略（1）配合人才

培育目標，開設就

業學程、證照課

程、實務課程與創

思課程。 

策略（2）管控教學

品質，落實多元教

學、多元評量。 

策略（6）鼓勵教師

爭取產學合作案與

研究計畫案。 

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配合學生專業

 

126 
抽風器 

(含下抽式煙罩) 
本體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8 座 70,000 56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27 
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孔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補強。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腳架使

用 ∮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

套裝置。設備製作及進場前需配合現場。 

8 台 35,000 28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28 雙層上架 

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支撐架使用∮1-1/2" 不鏽

鋼管。 

8 座 17,000 13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29 
單水槽工作台 

(含下隔柵)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補強。水槽使用不鏽鋼板製作，

附落水頭、溢水頭、溢水管及止水塞頭等裝

置，水槽尺寸：45 X 55 X 30 cm 一只。棚

架採用 SUS 304 0.8mm 不鏽鋼板製造。棚架

框採用 SUS 304 1.0mm 不鏽鋼板製造。腳架

使用 ∮1-5/8"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及

管套裝置。設備製作及進場前需配合現場。 

8 台 33,000 264,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0 砧板/刀具架 不銹鋼製 8 座 12,000 9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1 
四門立式冷凍冷藏

冰箱 

壓縮機使用全新進口壓縮機 1∮-220V-15A，

附電源開關指示燈、溫度設定器等裝置。5、

冷卻方式採用無霜送風式，冷藏溫度 2℃～7

℃，冷凍溫度 -15℃~ -18℃。附活動耐重

輪。 

1 台 58,000 58,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2 
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孔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型板補強。腳架使

4 台 20,000 8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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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用∮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

裝置。設備製作及進場前需配合現場。 

競爭力 

策略（3）加強證照

考試輔導，配置專

人負責。 

 

（二）中程目標度 

1.專業與實務精緻

化 

策略（1）完善餐飲

廚藝模組課程。 

策略（3）增購發展

特色所需之教學研

究設備，以配合教

學所需，迎合業界

之實際人力需求。 

2.學界與產業建教

連貫化 

策略（1）強化建教

合作，與業界全面

接軌。 

133 雙層上架 

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  補強。支撐架使用∮1-1/2" 不

鏽鋼管。 

2 座 10,000 2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4 冰溫熱飲水機 

冰開水，溫開水，熱開水三用。附 RO逆滲透

純水機。自動偵測防漏裝置。按鍵觸控出水：

輕輕一按就可取水，省力又安全。高溫程控

殺菌，驗菌檢查保證合格。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5 掛壁式洗地噴槍 

牆架固定式。適用範圍：食物準配區、洗碗

區、垃圾區、洗車區、食物儲存區廚房地板、

牆壁磁磚等。附噴槍頭、高溫高壓軟管。主

機使用旋盤式，拉接可回收。 

2 台 35,000 7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6 膝碰式洗手槽 
洗手槽全不銹鋼製造。採無接觸式膝碰感應

出水。通過 CE或 UL或 NSF 安規認證 
2 台 18,000 3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7 儲物棚架 

腳架使用鍍鎳鉻管附調整腳座。腳管表面依

25.4mm 間格刻痕做存放架高度調整使用。框

線使用∮6.3mm 線材，並用∮4.5mm 線材做波

浪結構補強，層網橫線 3.7±0.1mm 線材。每

層棚網用 TAPER 塑膠片調整棚網高度，貨物

越重存放架越穩固。 

6 組 11,000 6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8 置重架 

層板及腳架採優質碳鋼製成，使整體組合起

來更輕，更堅固。表面經鍍鎳鉻處理，能防

止表面鏽蝕。附調整腳。 

1 座 10,000 1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39 餐盤推車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骨架使用∮1-1/2" 不鏽鋼

管，附∮4" 活動輪四只。設備製作及進場前

需配合現場。 

2 台 15,000 3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40 四門立式冷藏冰箱 

壓縮機使用全新進口壓縮機 1∮-220V-10A，

附電源開關指示燈、溫度設定器等裝置。附

活動耐重輪。 

1 台 57,000 57,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41 四門立式冷凍冰箱 
箱體外殼使用 SUS 304 0.6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內殼使用 SUS304 0.5mm 厚不鏽鋼板。
1 台 61,000 61,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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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箱門附高級密封膠墊、把手裝置。壓縮機使

用全新進口壓縮機 1∮-220V-15A，附電源開

關指示燈、溫度設定器等裝置。冷卻方式採

用無霜送風式，冷凍溫度 -15℃ ~ -18℃。

附活動耐重輪。 

142 
雙水槽工作台 

(含下隔柵) 

台面採用 SUS304#1.5m/m 不銹鋼板施工製

造。側板採用 SUS304#1.0m/m 不銹鋼板施工

製造。瓦斯發熱量：23000 BTU/Hr。爐框採

用乙丙檢定教學型蒸、煮兩用爐框。附不銹

鋼高低調整腳四只。採用自動電子點火系

統，單開關或雙開關均可。 

2 台 41,000 82,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43 
商用全戶型檢定過

濾系統 

濾材處理水量:200噸(視當地水質狀況而

定)。濾材承受溫度:50度。流量:30LPM(1 英

吋管出水端)。進水壓:2kg/cm2。初始壓

損:0.1kg/cm2。具有濾芯壽命顯示,內附計時

器:剩餘使用天數指示。本系統免用電、免排

水,可安裝於各種不同類型建物。 

1 式 55,000 5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44 
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孔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腳架使

用∮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

裝置。設備製作及進場前需配合現場。 

2 台 15,000 3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45 清洗型集渣槽 
主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提籠以孔板製作。 
2 座 45,000 9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46 
瓦斯遮斷閥及警報

器 

遮斷閥。外型尺寸：配合現場。材質：符合

自動閥 A 級的安全標準。製造和測試都是使

用與 A級自動閥有相當信賴性和安全性之相

同工具、材料、過程以及設備。零件與閥完

全的交替性是一項有吸引力的附加特點。特

殊的設計使其能搭配各種型式的漏氣檢測

器，警報器和控制或調整的設備。有多種管

徑選擇且操作電壓範圍廣。通過消防署認可

及 UL 認證偵測器。外型尺寸：配合現場。材

8 組 15,000 12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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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質：型式:掛壁式。感知對象:液化石油氣

(LPG),天然瓦斯(LNG)。電源:AC-110V。作動

方式:接觸燃燒式。消耗電力:待機時 2W，報

警時 3W報警濃度:LEL 1/4 以下。溫度範圍:4

℃~40℃。濕度範圍:95%RH 以下。信號輸

出:NO,NC 或 DC 0-6-12V。通過 CE或 UL或

NSF安規認證。 

147 
單水槽工作台 

(含下櫥櫃)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水槽使用不鏽鋼板製作，

附落水頭、溢水頭、溢水管及止水塞頭等裝

置。槽底框架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

板，製成 L-40X40mm。腳架使用∮1-1/2" 不

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裝置。設備製

作及進場前需配合現場。 

2 台 43,000 8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一）短程目標 

1.擴大人才培育範

圍，符應產業人力

需求 

策略（1）強化課程

設計，達成培養餐

飲菁英之目標。 

策略（2）培育具餐

飲專業知能與工作

態度之經營管理服

務專業人才。 

3.持續建構教學設

備，提昇學生學習

效果 

策略（1）持續充實

現有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 

4.落實教學改善計

畫，推動教師專業

成長 

策略（1）配合人才

培育目標，開設就

業學程、證照課

程、實務課程與創

思課程。 

策略（2）管控教學

 

148 
氣冷式臥式冷藏冰

箱 

台面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箱體

外殼使用 SUS 304   0.6mm 厚不鏽鋼板，內

殼使用 SUS 304 0.4mm 厚不鏽鋼板，中間使

用 50mm 厚 PU 泡棉絕緣。箱內設置活動鍍

膠層四片。壓縮機使用進口全新品 1∮

-220V-6A，附電源開關、指示燈、溫度設定

器等裝置。冷卻方式採用無霜送風式，冷藏

溫度 2℃～7℃。櫃腳使用∮2"不鏽鋼高低調

整腳。 

1 台 58,000 58,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49 
不銹鋼鏡面排氣罩

(含上封板) 

罩體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排風出口風速 1800 FPM，靜壓 0.15"。 
1 座 34,000 34,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50 
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櫥櫃)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補強。圍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門外板使用 SUS 304 

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 厚

不鏽鋼板製作。櫃腳使用∮2" X H 5"不鏽鋼

管，附高低調整腳。設備製作及進場前需配

合現場。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51 工作台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1 台 36,000 3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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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含下層板/下櫥櫃) 下加 U型板補強。圍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櫃門外板使用 SUS 304 

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 厚

不鏽鋼板製作。櫃腳使用∮2" X H 5"不鏽鋼

管，附高低調整腳。設備製作及進場前需配

合現場。 

品質，落實多元教

學、多元評量。 

策略（6）鼓勵教師

爭取產學合作案與

研究計畫案。 

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配合學生專業

競爭力 

策略（3）加強證照

考試輔導，配置專

人負責。 

 

（二）中程目標度 

1.專業與實務精緻

化 

策略（1）完善餐飲

廚藝模組課程。 

策略（3）增購發展

特色所需之教學研

究設備，以配合教

學所需，迎合業界

之實際人力需求。 

2.學界與產業建教

連貫化 

策略（1）強化建教

合作，與業界全面

接軌。 

152 
專業用雙口高功率

電熱爐 

電力:3相 220V/380V，3500W*2=7000W。採用

雙口爐、桌上平面式。 
1 台 65,000 6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53 
中式雙口鼓風不銹

鋼砲台式快速爐 

台面採用 SUS304#1.5m/m 不銹鋼板施工製

造。側板採用 SUS304#1.0m/m 不銹鋼板施工

製造。瓦斯發熱量：23000 BTU/Hr。爐框採

用乙丙檢定教學型蒸、煮兩用爐框。附不銹

鋼高低調整腳四只。採用自動電子點火系

統，單開關或雙開關均可。 

1 台 80,000 8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54 
吸頂式氣壓水洗排

油煙罩(含上封板) 

面採用 SUS304#1.5m/m 不銹鋼板施工製造。

濾網採用不銹鋼可拆式濾網溢水/排水閥組

件採隱藏式設計每米需設新鮮風口一只。罩

體使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1 座 145,000 14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55 工作檯面 

採用 SUS304# 1.2mm 厚以上不銹鋼板製作。

台面面貼強化玻璃，並配合業主所指定之顏

色。木紋鋼板內襯採用 SUS 304 面貼高熱熔

壓紋木紋板。本設備採用立體摺痕施工，務

求立面立體美觀。施工前繪圖與使用單位確

認後施作。 

1 式 85,000 8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56 
單水槽工作台 

(含下隔柵)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水槽使用不鏽鋼板製作，附落水頭、溢水頭、

溢水管及止水塞頭等裝置。 

棚架採用 SUS 304 0.8mm 不鏽鋼板製造。 

棚架框採用 SUS 304 1.0mm 不鏽鋼板製造。 

8 台 27,000 21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一）短程目標 

1.擴大人才培育範

圍，符應產業人力

需求 

策略（1）強化課程

設計，達成培養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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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腳架使用∮1-1/2"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及管套裝置。 

飲菁英之目標。 

策略（2）培育具餐

飲專業知能與工作

態度之經營管理服

務專業人才。 

3.持續建構教學設

備，提昇學生學習

效果 

策略（1）持續充實

現有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 

4.落實教學改善計

畫，推動教師專業

成長 

策略（1）配合人才

培育目標，開設就

業學程、證照課

程、實務課程與創

思課程。 

策略（2）管控教學

品質，落實多元教

學、多元評量。 

策略（6）鼓勵教師

爭取產學合作案與

研究計畫案。 

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配合學生專業

競爭力 

策略（3）加強證照

考試輔導，配置專

人負責。 

 

（二）中程目標度 

157 
單水槽工作台 

(含下隔柵 )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板補強。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 U 板補強。 

腳架使用∮1-1/2"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及管套裝置。 

2 台 45,000 9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58 
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孔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腳架使用∮1-1/2"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及管套裝置。 

8 台 18,000 144,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59 雙層上架 

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支撐架使用∮1-1/2" 不鏽鋼管。 

4 座 25,000 10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60 
雙口高功率電磁爐

(含下台櫃) 

專業型 

電力:3相 220V/380V，3500W*2=7000W。 

採用雙口爐、桌上平面式。 

9 段火力，4 個預設鍵。 

旋鈕式火力控制。 

8 台 105,000 84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61 
四口西餐爐 

(含下烤箱 ) 

整體以不銹鋼設計製作，原廠附爐架可尖

鍋、平鍋兩用。 

每口爐需可達每小時 35000BTU/10KW以上之

瓦斯消耗量；四口共 40KW 以上總瓦斯消耗

量。 

8 台 160,000 1,28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62 
工作台櫃 

(含下層板/下孔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下台櫃使用 SUS 304 1.2mm 以上圍板，補強

使用 ∮1" 不鏽鋼管。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補強。 

2 台 38,000 7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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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腳架使用∮1-1/2"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及管套裝置。 

1.專業與實務精緻

化 

策略（1）完善餐飲

廚藝模組課程。 

策略（3）增購發展

特色所需之教學研

究設備，以配合教

學所需，迎合業界

之實際人力需求。 

2.學界與產業建教

連貫化 

策略（1）強化建教

合作，與業界全面

接軌。 

163 
工作台櫃 

(含下層板/下孔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補強。 

下台櫃使用 SUS 304 1.2mm 以上圍板，補強

使用∮1" 不鏽鋼管。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腳架使用∮1-1/2"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及管套裝置。 

4 台 68,000 272,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64 
桌上型電熱式油炸

機 

材質： 

電力式，電源：1∮220V/2.5KW。 

容量：5公升以上。 

機台採用不銹鋼設計製作。 

內槽為 U 型設計之不銹鋼材質。 

炸鍋溫度可達 190℃。 

8 台 30,000 24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65 電熱式明火烤箱 

機身採用不銹鋼製作。 

電熱型/恆溫式。 

烤品與熱能燒烤之距離可自由調整。 

開關調整鈕可調至所需不同的熱能。 

電源：220V/3600W。 

4 台 85,000 34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66 
管式上架 

(含明火烤箱架) 

管材皆使用不銹鋼製成。 

須考量明火烤箱之重量及使用時可搖晃設

計。 

置架管間距不得大於 3~4cm 以上。 

支撐管柱需厚實且耐重不搖晃。 

4 台 45,000 18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67 
氣壓水洗式排油煙

煙罩(含上封板罩) 

本體使用 sus 304# 1.0mm 不銹鋼板製造。 

上封板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8 座 92,000 73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68 
工作台櫃 

(含下層板/下孔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補強。 

下台櫃使用 SUS 304 1.2mm 以上圍板，補強

使用∮1" 不鏽鋼管。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8 台 58,000 464,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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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下加 U型板補強。 

腳架使用∮1-1/2"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及管套裝置。 

169 冰溫熱飲水機 

冰開水，溫開水，熱開水三用。 

附 RO 逆滲透純水機。 

自動偵測防漏裝置。 

按鍵觸控出水：輕輕一按就可取水，省力又

安全。 

高溫程控殺菌，驗菌檢查保證合格。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0 掛壁式洗地噴槍 

牆架固定式。 

適用範圍：食物準配區、洗碗區、垃圾區、

洗車區、食物儲存區廚房地板、牆壁磁磚等。 

附噴槍頭、高溫高壓軟管。 

主機使用旋盤式，拉接可回收 

2 台 35,000 7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1 膝碰式洗手槽 

洗手槽全不銹鋼製造。 

採無接觸式膝碰感應出水，出水後即自動恢

復止水無須手動開關。 

無需電力感應，節能又環保。 

附鵝頸龍頭。 

2 台 18,000 3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2 儲物棚架 

(乾貨間用) 

腳架使用鍍鎳鉻管附調整腳座。 

腳管表面依 25.4mm 間格刻痕做存放架高度

調整使用。 

框線使用∮6.3mm 線材，並用∮4.5mm 線材做

波浪結構補強，層網橫線 3.7±0.1mm 線材。 

每層棚網用 TAPER 塑膠片調整棚網高度，貨

物越重存放架越穩固 

6 組 11,000 6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3 置重架 

層板及腳架採優質碳鋼製成，使整體組合起

來更輕，更堅固。 

表面經鍍鎳鉻處理，能防止表面鏽蝕。 

附調整腳。 

1 座 10,000 1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4 餐盤推車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2 台 15,000 3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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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骨架使用 ∮1-1/2" 不鏽鋼管，附∮4" 活動

輪四只。 

175 四門立式冷凍冰箱 

箱體外殼使用 SUS 304 0.6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內殼使用 SUS304 0.5mm 厚不鏽鋼板。 

箱門附高級密封膠墊、把手裝置。 

壓縮機使用全新進口壓縮機 1∮-220V-15A，

附電源開關指示燈、溫度設定器等裝置。 

冷卻方式採用無霜送風式，冷凍溫度 -15℃ 

~ -18℃。 

附活動耐重輪。 

2 台 61,000 122,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6 
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孔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腳架使用∮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及管套裝置。 

2 台 30,000 6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7 
全戶型檢定過濾系

統 

濾材處理水量:200噸(視當地水質狀況而

定)。濾材承受溫度:50度。流量:30LPM(1 英

吋管出水端)。進水壓:2kg/cm2。 

初始壓損:0.1kg/cm2。具有濾芯壽命顯示,

內附計時器:剩餘使用天數指示。 

本系統免用電、免排水,可安裝於各種不同類

型建物。 

1 式 55,000 5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8 
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孔板) 

材質：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 

腳架使用∮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及管套裝置。 

2 台 20,000 4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79 
雙連水槽 

(含下棚架)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補強。水槽使用不鏽鋼板製作，

附落水頭、溢水頭、溢水管及止水塞頭等裝

1 台 32,000 32,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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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置。棚架採用 SUS 304 0.8mm 不鏽鋼板施工

製造。 

棚架框採用 SUS 304 1.0mm 不鏽鋼板施工製

造。腳架使用 ∮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

調整腳及管套裝置。 

180 雙層上架 

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  補強。 

支撐架使用∮1-1/2" 不鏽鋼管。 

1 座 11,000 11,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81 清洗型集渣槽 
主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提籠以孔板製作。 
2 座 45,000 9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82 
瓦斯遮斷閥及警報

器 

遮斷閥 

符合自動閥 A級的安全標準。製造和測試都

是使用與 A級自動閥有相當信賴性和安全性

之相同工具、材料、過程以及設備。 

零件與閥完全的交替性是一項有吸引力的附

加特點。 

特殊的設計使其能搭配各種型式的漏氣檢測

器，警報器和控制或調整的設備。 

有多種管徑選擇且操作電壓範圍廣。 

警報器 

型式:掛壁式。 

感知對象:液化石油氣(LPG),天然瓦斯

(LNG)。 

電源:AC-110V。  

作動方式:接觸燃燒式。  

消耗電力:待機時 2W，報警時 3W。  

報警濃度:LEL 1/4 以下。  

溫度範圍:4℃~40℃。  

濕度範圍:95%RH 以下。  

信號輸出:NO,NC 或 DC 0-6-12V 

12 組 15,000 18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83 
製冰機(含生飲水系

統) 

日產量：220 磅以上 

電力規格:1Φ110V/60HZ 

每日製冰量:251 磅 

1 台 85,000 8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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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連結 
備註 

主機冷卻方式:氣冷式/水冷式 

184 電熱式明火烤箱 

機身採用不銹鋼製作。 

電熱型/恆溫式。 

烤品與熱能燒烤之距離可自由調整。 

開關調整鈕可調至所需不同的熱能。 

電源：220V/3600W。 

1 台 85,000 8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85 臥式冷藏冰箱 

壓縮機使用進口全新品 1∮-220V-6A，附電

源開關、指示燈、溫度設定器等裝置。冷卻

方式採用無霜送風式，冷藏溫度 2℃～7℃。

櫃腳使用∮2" 不鏽鋼高低調整腳。 

1 式 54,000 54,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86 
單水槽工作台(含下

櫥櫃) 

台面使用 SUS 304#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台面補強採用 SUS 304# 1.2mm 厚不銹鋼  U 

型板施工製造。水槽使用不鏽鋼板製作，附

落水頭、溢水頭、溢水管及止水塞頭等裝置。

圍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拉門外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內板使用 0.8mm 厚不鏽鋼板製作，附滑

輪、滑軌等裝置。底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櫃腳使

用∮2" X H 5"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腳。 

1 台 40,000 4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87 置放台(含下層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2.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植釘補強固定。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

強。腳架使用 4cmx4cm 不鏽鋼四方管，附高

低調整腳及管套裝置，需配合攪拌機安裝方

式施作。台面週邊除承接處均採用圓角磨光

處理。 

攪拌機台面需以角鐵強化補強。 

1 台 15,000 1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88 攪拌機 

電源:單相 220V 馬力: 3/4HPl 附 12 公升、

20 公升攪拌缸各 1只 l 配件：附大、小（鉤

狀、網狀、槳狀）攪拌器各一個。不鏽鋼安

全護網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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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189 萬能蒸烤箱 

1. 可容納 GN1/1烤盤 6個以上。電力：3ph 

380V/220V-11KW 以上。 

機內設置適用於烘焙烤盤（尺寸為

400x600mm）的懸置支架。l 結合 

ON/OFF 開關、中央旋鈕及數位式溫度

顯示裝置，具有狀態顯示、各種警告顯

示及預設烹調時間顯示，並內建中文螢

幕。 

2. 內建 9種自動烹飪模式：大塊煎烤，短

時煎烤，家禽類，魚類，配餐，薯製品，

蛋類與甜品，烘烤品溫（finishing)。

組合蒸烤有三種工作模式：a.濕熱：30

攝氏度至 130攝氏度。b.乾熱：30攝氏

度至 300 攝氏度。c.乾熱與濕熱組合：

30 攝氏度至 300 攝氏度。 

3. 具有 5種風速選擇的單向旋轉之馬達。

具安全溫度設定裝置及預時烹調/立即

烹調之功能。降溫系統進行冷卻時，旋

轉空氣阻隔板以保持關閉，並設有自動

反向風扇。內建油脂分離系統結合過濾

器系統並可設定自動清洗功能程式及

鈣化檢測系統。門板使用雙層防燙傷及

耐震照明燈玻璃，下設滴水盤並內置鉸

鏈，門柄為左右開啟，單手即可操作，

門開啟角度設定在 110 度與 180度，絕

對的密封設計。須附自動供水蒸氣產生

器，具有防乾轉保護裝置。 可移動式

烤盤架，盤架間距為 65 ㎜ 可另增滴

油盤。可以儲存 350 個烹飪菜單的程

式，每個程式可包含 12個步驟。隱藏

式手持沖洗噴槍，有自動返回裝置。六

點檢測探針。USB接頭(原廠附 HACCP

檢測數據程式)。具有鍋爐鈣化自動監

1 台 755,000 75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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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測系統 CDS。設備內自帶可自動進水蒸

汽鍋爐。使用自動清洗藥片能夠同時除

去鍋爐內產生的水垢。含烤箱節能控制

系統。含生飲水系統。 

190 
萬能蒸烤箱專用置

放台 

本體使用 SUS 304 1-1/2" 1.5mm 厚不鏽鋼

管焊接。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

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腳架附高低調整

腳裝置。活動式滑道使用 SUS 304 L-20X15 

1.2mm 厚不鏽鋼板。 

1 台 35,000 3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91 
示範型紅外線雙層

烤箱 

電力: 3PH / 380V / 3.5KW 以上 l 爐外板：

全面高級# 3 0 4 不鏽鋼製含下置架/雙層蒸

氣石板    含烤箱節能控制系統 單卡式 

1 台 346,724 346,724 教學用 餐管系 

192 
不銹鋼鏡面補氣型

排氣罩(含上封板) 

罩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鏡面不鏽鋼板製

作。每米需設新鮮風口一只。上封板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1 式 47,000 47,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93 烤盤架車 

邊框使用 1" 不鏽鋼方管。 

滑道 2.5X5 cm。附∮4" 活動輪四只，附煞

車。設備製作及進場前需配合現場作業。 

1 台 15,000 1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94 中島工作台櫥櫃 

台面使用 SUS 304#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台面補強採用 SUS 304# 1.2mm 厚不銹鋼、U 

型板施工製造。圍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

不鏽鋼板製作。拉門外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內板使用 0.8mm 厚不鏽鋼

板製作，附滑輪、滑軌等裝置。底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型板補

強。櫃腳使用∮2" X H 5"不鏽鋼管，附高低

調整腳。 

1 台 1,190,000 1,19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95 
桌上型電熱式油炸

機 

電力式，電源：1∮20V/2.5KW。容量：5 公

升以上。機台採用不銹鋼設計製作。內槽為

U 型設計之不銹鋼材質。炸鍋溫度可達 190

℃。 

1 台      30,000  3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96 四口高功率電熱爐 
專業型電力:3相 220V/380V，

500W*2=7000W。採用雙口爐、桌上平面式。9
1 台     120,000  12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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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段火力，4個預設鍵。旋鈕式火力控制。 

197 
四口西餐爐 

(含下烤箱 ) 

整體以不銹鋼設計製作，原廠附爐架可尖

鍋、平鍋兩用。每口爐需可達每小時 

35000BTU/10KW 以上之瓦斯消耗量；四口共

40KW以上總瓦斯消耗量。烤箱門為耐熱防爆

玻璃，可供烹煮時間檢閱。烤箱最高刻度火

力可達每小時 7KW之瓦斯消耗量。烤箱溫度

可達 70~270℃。烤箱才用自動安全電子式點

火設計，主動節火開關及安全瓦斯閥控制。

符合烤箱內部可放置 GN 2/1 烤盤。 

1 台     160,000  16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98 
氣壓水洗式排油煙

罩(含上封板) 

本體使用 sus 304# 1.0mm 不銹鋼板製造。 循

環水槽裝置自動液位補水控制器及液位視窗

溢水/排水閥組件採銅製品一體成型鑄造、無

接縫不滴水共裝設 2組 濾網採用不銹鋼可

拆式濾網溢水/排水閥組件採隱藏式設計每

米需設新鮮風口一只。本體使用 sus 304# 

1.0mm 不銹鋼板製造。 循環水槽裝置自動液

位補水控制器及液位視窗溢水/排水閥組件

採銅製品一體成型鑄造、無接縫不滴水共裝

設 2組濾網採用不銹鋼可拆式濾網溢水/排

水閥組件採隱藏式設計每米需設新鮮風口一

只。上封板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1 座 170,000 17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199 
後台單層上架/吊物

架 

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支撐架使用∮1-1/2"不鏽

鋼管。 

1 座 25,000 2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00 丹麥壓麵機 

馬力數為 3∮220V,1HP。 

本體採用不銹鋼製。 

可由拉桿及腳踏裝置控制往復揉壓麵糰。壓

麵滾輪上方設緊急停止開關。符合檢定烘焙

乙級使用。 

1 台 150,000 15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一）短程目標 

1.擴大人才培育範

圍，符應產業人力

需求 

策略（1）強化課程

設計，達成培養餐

飲菁英之目標。 

策略（2）培育具餐

 

201 
全戶型檢定過濾系

統 

濾材處理水量:200噸(視當地水質狀況而

定)。濾材承受溫度:50度。流量:30LPM(1 英

吋管出水端)。進水壓:2kg/cm2。初始壓

1 式 55,000 5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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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損:0.1kg/cm2。具有濾芯壽命顯示,內附計時

器:剩餘使用天數指示。本系統免用電、免排

水,可安裝於各種不同類型建物。 

飲專業知能與工作

態度之經營管理服

務專業人才。 

3.持續建構教學設

備，提昇學生學習

效果 

策略（1）持續充實

現有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 

4.落實教學改善計

畫，推動教師專業

成長 

策略（1）配合人才

培育目標，開設就

業學程、證照課

程、實務課程與創

思課程。 

策略（2）管控教學

品質，落實多元教

學、多元評量。 

策略（6）鼓勵教師

爭取產學合作案與

研究計畫案。 

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配合學生專業

競爭力 

策略（3）加強證照

考試輔導，配置專

人負責。 

 

（二）中程目標度 

1.專業與實務精緻

化 

202 不銹鋼環型電熱爐 

加熱方式:電熱式 

全機使用不銹鋼製作 

電壓:1PH 220V-2.6KW 以上 

功率:2.6KW 以上 

開關採用多段式觸點升溫。 

加熱指示燈 

溫度可達 450℃ 

10 台 27,000 27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03 
置放台 

(含下層板) 

材質： 

1.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下加 U 型板補強。 

2.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下加 U 型板補強。 

3.腳架使用 ∮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 

整腳及管套裝置。 

10 台 10,000 10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04 
攪拌機置放台 

(含下層板) 

台面使用 SUS 304 2.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植釘補強固定。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型板補強。

腳架使用 4cmx4cm 不鏽鋼四方管，附高低調

整腳及管套裝置，需配合攪拌機安裝方式施

作。台面週邊除承接處均採用圓角磨光處

理。攪拌機台面需以角鐵強化補強。 

10 台 12,000 12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05 攪拌機 

電源:單相 220V 馬力: 3/4HPl 附 12 公升、

20 公升攪拌缸各 1只 配件：附大、小（鉤

狀、網狀、槳狀）攪拌器各一個。不鏽鋼安

全護網 

18 台 37,000 66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06 
製冰機 

(含生飲水系統) 

日產量：220 磅以上電力規

格:1Φ110V/60HZ。每日製冰量:251 磅。主

機冷卻方式:氣/水冷式 

1 台 85,000 8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07 
四門立式冷藏插盤

冰箱 

(可容納 10個烤盤以上)壓縮機使用全新進

口壓縮機 1∮-220V-10A，附電源開關指示
1 台 68,000   教學用 餐管系 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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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燈、溫度設定器等裝置。冷卻方式採用無霜

送風式，冷藏溫度 0℃～5℃。附活動耐重

輪。 

策略（1）完善餐飲

廚藝模組課程。 

策略（3）增購發展

特色所需之教學研

究設備，以配合教

學所需，迎合業界

之實際人力需求。 

2.學界與產業建教

連貫化 

策略（1）強化建教

合作，與業界全面

接軌。 

208 
四門立式冷凍插盤

冰箱 

材質：(可容納 10個烤盤以上) 

壓縮機使用全新進口壓縮機 1∮-220V-15A，

附電源開關指示燈、溫度設定器等裝置。 

冷卻方式採用無霜送風式，冷凍溫度-15℃ ~ 

-18℃。附活動耐重輪。 

1 台 65,000 6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09 
大理石麵食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棚架) 

檯面採用 SUS304#3.0 ㎜不銹鋼板施工製

造。檯面補強採用 SUS304# 1.mm U 型不銹鋼

板施工製造。櫥身圍板採用 SUS304# 1.2 ㎜

不銹鋼板施工製造。中間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作，下加 U 型板補強。

下底棚架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下加 U型板補強。 

4 台 65,000 26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10 
大理石麵食工作台

(含下層板/下棚架) 

檯面採用 SUS304#3.0 ㎜不銹鋼板施工製造。 

檯面補強採用 SUS304# 1.2mm U 型不銹鋼板

施工製造。 

櫥身圍板採用 SUS304# 1.2 ㎜不銹鋼板施工

製造。 

中間層板使用 SUS 304 1.0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下加 U型板補強。 

下底棚架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

作，下加 U型板補強。 

4 台 65,000 26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11 單水槽(含下棚架)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 型板補強。 

水槽使用不鏽鋼板製作，附落水頭、溢水頭、

溢水管及止水塞頭等裝置。 

槽底框架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 

腳架使用 ∮1-1/2" 不鏽鋼管，附高低調整

腳及管套裝置。 

棚架採用 SUS 304 0.8mm不鏽鋼板施工製造。 

棚架框採用 SUS 304 1.0mm 不鏽鋼板施工製

8 台 18,000 144,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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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造。 

212 紅外線三層烤箱 
3PH/220V/380V   蒸氣石版、不銹鋼製                

烤箱節能控制系統單卡顯示 
3 台 385,000 1,15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13 排氣罩 不銹鋼製成 2 座 58,000 116,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14 烤盤架車 

邊框使用 1" 不鏽鋼方管。 

滑道 2.5X5 cm。 

附∮4" 活動輪四只，附煞車。 

設備製作及進場前需配合現場作業。 

6 台 15,000 9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15 基本發酵櫃 

1PH/220V 分成 8個門、方便學校分組教學。 

溫、溼度可單獨控制。溫度採空氣乾燒式(電

熱管加熱)，溫度範圍：常溫以上～60 C以

下。溼度採離心加濕(常態水分子)，溼度範

圍：常濕以上～100%以下。溼度控制採用德

國原裝口毛髮式控制開關，能精準掌握溼

度。內部採送風循環系統，使內部溫、濕度

分佈均勻。給水方式採自動進水，免時常加

水之慮。控制系統位於上方，以防潰洗箱體

時淋濕線路導致漏電造成危險。 

1 台 135,000 13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16 最後發酵櫃 

PH/220Vl 分成 8個門、方便學校分組教學。

溫、溼度可單獨控制。溫度採空氣乾燒式(電

熱管加熱)，溫度範圍：常溫以上～60 C以

下。溼度採離心加濕(常態水分子)，溼度範

圍：常濕以上～100%以下。 

溼度控制採用德國原裝口毛髮式控制開關，

能精準掌握溼度。內部採送風循環系統，使

內部溫、濕度分佈均勻。 

給水方式採自動進水，免時常加水之慮。控

制系統位於上方，以防潰洗箱體時淋濕線路

導致漏電造成危險。 

1 台 135,000 135,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17 不銹鋼麵粉桶車 
車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附∮5" 活動輪四只。 
6 台 13,000 78,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18 公用工作台櫃 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2 台 35,000 7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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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下加 U型板補強。 

下台櫃使用 SUS 304 1.2mm 以上圍板，補強

使用∮1" 不鏽鋼管。腳架使用∮1-1/2"不鏽

鋼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裝置。 

219 雙層上架 

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下加 U型板補強。支撐架使用∮1-1/2"不鏽

鋼管。 

2 座 12,000 24,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20 清洗型集渣槽 
主體使用 SUS 304 1.2mm 厚不鏽鋼板製作。

提籠以孔板製作。 
2 座 45,000 9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21 掛壁式洗地噴槍 

牆架固定式。適用範圍：食物準配區、洗碗

區、垃圾區、洗車區、食物儲存區廚房地板、

牆壁磁磚等。附噴槍頭、高溫高壓軟管。主

機使用旋盤式，拉接可回收。 

2 台 35,000 70,000 教學用 餐管系 

222 

餐旅英文字彙訓練

教學系統 100人授權

版 

包含速記教室、自訂字庫、電腦字彙、說明、

英翻中、中翻英、字點隨點即發音 
1 套 30,000 30,000  教學用 觀光學程 

二、(一)、1、(2) 強

化學生第二外語聽

說讀寫能力，精進

學生人文素養。

P.266 

  

223 
航空英文字彙訓練

教學系統 

包含速記教室、自訂字庫、電腦字彙、說明、

英翻中、中翻英、字點隨點即發音、100 人

版 

1 套 30,000 30,000  教學用 觀光學程 

二、(一)、1、(2) 強

化學生第二外語聽

說讀寫能力，精進

學生人文素養。

P.266 

  

224 世界時區展示牆面 
世界各國各地時區面:W452*D35*H260、大圖

輸出:W400*H140 
1 式 50,000 50,000  教學用 觀光學程 

二、(二)、1、(4) 建

立學程專業特色教

室，持續採購課程

所需軟硬體設備。

P.266 

  

225 伺服器軟體 Windows Server 2012 1+60 clients/FTP 1 套 55,000 55,000  教學用 時尚學程 

二-(二)-1-(3) 增

購各專業教室之設

備與電腦相關軟

體，以配合課程需

要，做為學生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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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訓練之用。P.275 

226 
精密狹縫干涉與繞

射實驗 

1.迴轉式向動定位狹縫片組(1)狹縫架 1 

具，塑膠製(2)狹縫組：(鍍鉻玻璃材

質)b-1 單狹縫繞射比較組 X3b-2 雙狹縫

干涉比較組 X3b-3  多縫干涉比較組 X22.

半導體雷射光源 X2(1)紅光雷射 (2)綠光

半導體雷射.雷射固定架 1具 

2.光源與狹縫片組固定檯 1冶 

3.投射影屏 1片 6. 3公尺捲尺×17.塑膠游標

尺×1 

1 套 19,000 19,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二-(二)-3物理實

驗室電腦化及充實

學生基礎科學知識

P.284 

  

227 
薄透鏡與面鏡幾何

光學 

1.光學滑軌 1台 

2.光學滑塊組 

3.實驗鏡片共 5 組 

4.矢型孔 1片 

5.投影屏 1片 

6.簡易光源 1具 

1 套 25,000 25,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二-(二)-3物理實

驗室電腦化及充實

學生基礎科學知識

P.284 

  

228 靜電演示箱 

1.上有插座的絕緣基板 2.直徑 30mm的導

電球,上有插座 3.移動球 4.木髓做成的

圓柱形擺錘 5.木髓數片 6.裝有球體與點

電極的盒子 7.導電轉論 8.紗紙網 9.照

明板 10.鐘琴 11.具插座之摩擦棒 12.

金屬鍊 

1 套 29,000 29,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二-(二)-3物理實

驗室電腦化及充實

學生基礎科學知識

P.284 

  

229 伯努利實驗 

1.實驗平台 X1組(1)實驗底座 X2 組(2)儀器

固定板 X1組 

2.伯努力定律實驗管 X1組 

3.抽風機 X1 組 

4.承水容器 X1組 

5.承水容器泡棉墊 X1組 

1 套 27,000 27,000  教學用 通識中心 

二-(二)-3物理實

驗室電腦化及充實

學生基礎科學知識

P.284 

  

合計 43,79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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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一、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結餘款支用項目 

（＊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

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256 個人電腦主機 工作站 I3-530以上 2 台 28,000  56,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2)2充實教學

研究設施訓練實

務環境。P.256 

  

257 個人電腦主機 E7400 以上，還原卡 60 台 22,500 1,350,000  教學用 應外系 

二(2)2充實教學

研究設施訓練實

務環境。P.256 

  

258 個人電腦 
工作站 I3-530以上，17"螢幕以上，還原

卡 
66 台 35,000 2,310,000  教學用 土木系 

二(二)2整合地理

資訊系統增購結

合應用軟體之設

備，以配合課程需

要，做為學生專業

訓練。P.92 

  

合 計 3,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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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

體聯結 
備註 

230 單槍投影機 
亮度 4000ANSI,解析度

1024*768 以上(含按裝) 
1 台  30,000      30,000  更新投影設備 圖書館 

（二）中程目標 2.

提升空間與硬體

設施品質策略（2）

P.51 

  

231 個人電腦 
E7400 以上，17"螢幕以

上，加購記憶體 
14 台     25,000     350,000  

更換 2-4 樓檢索

區電腦 
圖書館 

（二）中程目標 2.

提升空間與硬體

設施品質策略（2）

P.51 

  

232 伺服器 
CPU*2,RAM 32GB,146GB 

HDD*4 
2 台    200,000     400,000  

資料庫主機伺服

器及網站主機伺

服器更新 

圖書館 

（二）中程目標 3.

更新圖書館自動

化資訊系統策略

（2）P.51 

  

233 不斷電系統 
機架型 3000VA 在線式

(ON-Line)  
2 台     25,000      50,000  

圖書資訊處自動

化新增設備用 
圖書館 

（二）中程目標 3.

更新圖書館自動

化資訊系統策略

（2）P.51 

  

合   計 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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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購置內容（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

為電子資料庫請另標示授權年限）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西文 中文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註 

(冊、卷) 

圖書 圖書 (DVD)   

234 ˇ ˇ ˇ - - - 式 1 1,000,000 1,000,000 供師生閱讀 圖資處 

（二）中程目標

（102至 104學年

度）1.積極爭取圖

書經費，提升館藏

品質。策略(1)、

(2)、(3) P.51 

 

235 - - - ˇ - ˇ 式 1 4,500,000 4,500,000 
供師生觀賞及資料

查詢 
圖資處 

合 計 5,500,000         

 

註: 其他項購置內容 

1.       ASB、BSC、CEPS、ERC、IEL等資料庫（2013 年），授權年限為 1年，附光碟備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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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說明書 

（＊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236 筆記型電腦 I3-330M以上，13"螢幕以上 2 台 35,000 70,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37 伺服器 

1. CPU:Intel Xeon E3-1230v2(3.3GHz,4

核)*1 

2. RAM:8G(2*4G) DDR3-1600MHz SDRAM  

3. HDD:500G7.2k SATA*2 

4. Power:350W 

5. 光碟機:DVDROM  

1 台 51,000 51,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38 單眼數位相機 

1800萬像素+DIGIC5，9點全十字型高速自

動對焦系統，3 吋多點處空翻轉螢幕，輕觸

式快門及選單操作，人臉偵測及追蹤對焦，

18-55mm+55-250mm 雙鏡組 

1 台 33,000 33,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39 數位攝影機 
硬碟式 160G，Full HD 高畫質，

MPEG4-AVC/H.264，感光元件總畫數 543萬 
1 台 26,900 26,9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40 
電腦網球拍穿線

機 
L1034xW393xH1045mm±5 1 台 145,000 145,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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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241 移動式擴音機 
70W功率輸出，含雙手握麥克風 CD座及 USB

插槽 
3 台 25,000 75,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42 五音排鼓 

雙面牛皮定音                           

尺寸：＃1:23x28.4CM、#2:28x29.5CM、

3#:33.7x33.3CM、

4#:38.5x32.5CM-#5:43.5*33.5CM                        

牡丹鼓肚圖飾、附架及防塵套 

1 套 72,600 72,6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43 大獅鼓 
60*69CM 雙面牛皮製，紅色鼓肚圖飾，附架

及槌 
1 個 25,000 25,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

(2)P.26 

  

244 揚琴 

紅木邊板、高級沙銅面板、402G型、紅木

調音盒蓋鑲貝圖飾、銀弦、音樂:E-F、

A=442Hz 含專業調音、附高吉輪盒及架及防

塵套 

1 台 45,000 45,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45 琵琶 
香紅木背板、牛骨頭花、香紅木香軫、高級

梧桐面板、附可背式輕體琴盒 
2 支 18,000 36,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

(2)P.26 

  

246 柳琴 

紅花梨木背板、牛骨牡丹頭花、豆號型音

窗、紅花梨木軫竹品鑲鋼條、附可背式輕體

琴盒 

2 支 18,000 36,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47 中阮 

草花梨木邊板、高級沙銅面板、牛骨牡丹頭

花、鳥型音窗、草花梨木銅、附可背式輕體

琴盒 

2 支 28,000 56,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48 古箏 
紅木邊板、高級梧桐面板、紅木貝雕圖飾、

特級弦、附高級箏袋及架 
1 台 30,300 30,3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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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

具體連結 
備註 

249 大提琴 

面板：高級雲杉面板、側板、琴頭:虎背紋

楓木裝德國 Pirastro 絃附 琴袋、微調器、

松香、止滑袋 

1 支 27,000 27,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50 高胡 

小葉紫檀製、方圓琴筒，音響皮為黃色網文

蟒厚度 0.7mm以上、鱗片方正、邊長 6mm

以上、附琴盒、專業二胡弓、舊料老紅木琴

碼、松香、純羊毛止音布、微調器 

1 支 28,000 28,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51 中胡 

紅木製、微調木軫、八角琴筒、音響皮為黃

色網文蟒厚度 0.7mm以上、邊長 6mm 以上、

附琴盒、專業二胡弓、老紅木琴碼、松香、

純羊毛止音布 

1 支 11,000 11,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52 碳鉛木魚 碳鉛製、5個音階、附架及槌 1 組 16,000 16,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53 木吉他前級 
30-48vPhantom power Input 

Impedance:10Megonms 
2 顆 10,000 20,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

(2)P.26 

  

254 阻抗匹配轉換盒 
1 通道、Input 1*XLR/1*TS  

Output1*XLR/1*TS Link 輸出 
3 顆 12,000 36,0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255 監聽喇叭 12"、含喇叭架，喇叭套 6 顆 59,400 356,400 學生社團使用 課外組 

社團活動多元化社

團(一).5.策略(2) 

P.26 

  

合計 1,196,200         

 

  



164 

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設備類別※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以下空白) 

            

            

            

            

            

            

            

            

            

合 計      

※「設備類別」分為省水器材、實驗實習、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無障礙空間、永續校園綠化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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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 進修 

鼓勵教師進修提昇師資素質，經費編列依據 101年度申請案件及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修人數估計，由教師提出申請，提送學校

教評會審查。 

5 100,000 

(一)短程目標 

4.101 學年度助理教授

達 75%以上 

(二)中程目標 

2.104 學年度助理教授

達 77%以上 

P.64 

 

2 研究 

獎勵教師研究、申請計劃、發表成果。本項目編列經費項目主要

支用於校內專題研究費、教學研究服務獎勵獎金之研究及國科會

獎金，經三級教評會審。 

100 6,600,000 

(一)短程目標 

3.提升師資素質，強化

教師專業能力之策略

(4) 

P.64 

 

3 著作 

鼓勵教師參加論文發表，提昇教學品質。本項目編列經費主要支

用於教師參與校外研討會及期刊等論文發表、出席國際會議經費

及教學研究服務獎勵之著作獎金，各項經費均由教師提出申請，

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70 2,000,000 

(一)短程目標 

3.提升師資素質，強化

教師專業能力之策略

(1) 

(二)中程目標 

2.104 學年度助理教授

達 77%以上之策略(2) 

P.64 

 

4 研習 

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研習、吸取更多知識。總經費參考 101 年度申

請金額及新年度預算編列，再依據各系所人數平均分配。本項由

參與教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予以補助。 

90 650,000 

(一)短程目標 

3.提升師資素質，強化

教師專業能力之策略

(1) 

(二)中程目標 

2.104 學年度助理教授

達 77%以上之策略(2)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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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5 升等送審 

鼓勵教師著作升等，提昇師資素質。總經費參考前三年度教師申

請案件平均值及新年度預算編列。升等教師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每一外審教師審查費依規定辦理。 

30 400,000 

(一)短程目標 

4.101 學年度助理教授

達 75%以上 

(二)中程目標 

2.104 學年度助理教授

達 77%以上 

P.64 

 

6 改進教學 

鼓勵教師提升教學品質，補助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之教學獎金

、各項校外參訪、校外競賽、證照取得之補助等，由教師提出申

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100 2,700,000 

(一)短程目標 

2.推動創新教學，活化

教學方法之策略(2) 

3.提升師資素質，強化

教師專業能力之策略

(2)、(3)  

P.64 

 

7 編纂教材 
鼓勵教師自行編纂教材，提升教學成效。參考 101 年度教師申請

件數及新年度預算編列，由教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30 300,000 

(一)短程目標 

2.推動創新教學，活化

教學方法之策略(1) 

P.64 

 

8 製作教具 

鼓勵教師製作教具，活化教學課程，提高學生學習意願並加深印

象。參考 101年度教師申請件數及新年度預算編列，由教師提出

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40 850,000 

(一)短程目標 

2.推動創新教學，活化

教學方法之策略(1) 

P.64 

 

9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經費，其中 200,000 元支應外聘社

團指導老師鐘點費，另 600,000 元由學務處辦理學生各項活動之

經費，由學務處會議審核補助。 

40 850,000 

(一)短程目標 

5.社團多元化-培養學

生自治能力，孕育優秀

領導服務人才 

P.26 

 

10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 

鼓勵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提升服務及專業素質。各項申請由出

差人填具表格，提送行政會議審查。。 
30 200,000 

(一)短程目標 

1.人事業務制度化、資

訊化，服務品質及效能

顧客化之策略(4)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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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說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說明） 預估案次 預估金額 
與中長程計 

畫具體連結 
備註 

11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購買非消耗品以提昇教學成效，如附表十。 44 1,811,000 

(一)短程目標 

2.推動創新教學，活化

教學方法 

P.64 

 

12 資料庫檢索費 
圖書館訂購一年簽約一次且使用期限為一年、無光碟片之電子資

料庫、軟體。 
8 500,000 

(一)短程目標 

1.有效運用圖資經費之

策略(2) P.47 

(二)中程目標 

1.積極爭取圖書經費，

提升館藏品質之策略

(3)  

P.51 

 

13 教師薪資 
補助 100 學年度上學期、101 學年度、102 學年度上學期新聘助

理教授上教師薪資，補助渠等教師全年本俸及學術研究費。 
20 5,033,420 

(一)短程目標 

4.101 學年度助理教授

達 75%以上之策略(2) 

P.64 

(二)中程目標 

2.104 學年度助理教授

達 77%以上之策略(3) 

P.65 

 

合 計 21,994,420  

※本表請填列「全部」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各項目經費、行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等。若有編列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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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物品類別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聯結 備註 

11-1 專業教室物品 專業低週波美體儀 110V/60Hz 15W 1 台 5,500 5,500 教學用 妝彩系 

二(二)6健康美容與美

容微整型醫學之整合將

健康觀念－『預防重於

治療』，導入教學與研

究。P.83 

 

11-2 專業教室物品 高週波儀 110V/60Hz 8W 1 台 3,000 3,000 教學用 妝彩系 

11-3 專業教室物品 營養導入雜質導出儀 110V/60Hz 5W 1 台 3,000 3,000 教學用 妝彩系 

11-4 專業教室物品 鑽石微雕機 110V/60Hz 56W，九探頭 1 台 9,500 9,500 教學用 妝彩系 

11-5 專業教室物品 女裙型人檯 含腳架 8 套 4,000 32,000 教學用 妝彩系 

二(二)2建立整體造型

專業教室及創意彩妝等

專業教室。P.82 

 

11-6 專業教室物品 女裙型人檯 含腳架+手一支 2 套 4,200 8,400 教學用 妝彩系 

11-7 專業教室物品 女裙型人檯 含 2分之 1腳架 2 套 3,200 6,400 教學用 妝彩系 

11-8 專業教室物品 女裙型人檯 含 2分之 1腳架+手一支 2 套 3,100 6,200 教學用 妝彩系 

11-9 專業教室物品 女褲型人檯 含 2分之 1腳架 2 套 3,000 6,000 教學用 妝彩系 

11-10 實習實驗物品 電源供應器 數位式 0-30V雙電源 30 台 7,800 234,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一)4配合產業發展

脈動增購設備，積極籌

辦各類產學合作案。

P.99 

 11-11 實習實驗物品 數位電錶 數位式 3 位半 30 台 7,500 225,000 教學用 電子系 

11-12 實習實驗物品 函數波產生器 數位式 0-20MHz 30 台 7,500 225,000 教學用 電子系 

11-13 實習實驗物品 
ArduionADK 系統實驗平

台 
ATmega256 20 套 7,800 156,000 教學用 電子系 

二(二)2 實驗課程創

作成果及參與競賽研發

模組。P.100 

  

11-14 實習實驗物品 
永磁式伺服馬達之拆解

示意板 

永磁式伺服馬達零件分

解展示板並標示名稱 
4 台 4,200 16,800 教學用 電機系 

二(二)3配合政府發展

綠能產業政策，發展系

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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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聯結 備註 

11-15 實習實驗物品 感應馬達之拆解示意板 
150W感應馬達零件分解

展示板並標示名稱 
10 套 6,500 65,000 教學用 電機系 

培養綠能專業人才。

P.116 
 

11-16 實習實驗物品 電源供應器 
CH1,CH2:0-30V/0-3A 

可調 CH3:5V/3A 固定 
12 台 8,000 96,000 教學用 電機系 

11-17 實習實驗物品 電源供應器 
CH1,CH2:0-30V/0-3A 

可調 CH3:5V/3A 固定 
10 台 8,000 80,000 教學用 醫工學程 

二(二)1醫學機電整合

教學與研究。P.165 
 

11-18 實習實驗物品 函數信號產生器 GFG-8020H 10 台 5,000 50,000 教學用 醫工學程 

11-19 實習實驗物品 數位電錶 GDM-451 10 台 3,000 30,000 教學用  醫工學程 

11-20 資訊器材 手握式掃描器 16 位數 1 台 3,000 3,000 教學用 企管系    

二（二）2 隨科技發展更

新軟體與設備，以輔助

實務技能之養成。配合

系組由投資理財組更換

為流通管理組，建立對

應的實務實習演練教學

環境。P.190 

  

11-21 資訊器材 網路交換器 

16 port 以上

/10/100/1000BASE-T+4

埠 Combo SFP 

2 台 7,500 15,000 教學用 數位學程 

二（一）1 秉持理論與實

務並重的辦學目標，培

育學生基礎數位內容學

能及科技管理能力，滿

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

求。P.214 

  

11-22 專業教室物品 色票 四碼 2 本 5,000 10,0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二(二)3 強化創意設計

與商業課程之學習，培

育創意設計與行銷經營

之創意產業推廣人才。

P.223 

 

11-23 專業教室物品 木工工具組 

含電鑽、鑿刀、銼刀、

定位器、雕刻刀、鐵鎚

等 

2 組 8,000 16,0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11-24 專業教室物品 縫紉機 
360度水平式全迴轉梭

床 
1 台 8,000 8,0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11-25 專業教室物品 泡茶機 
迴流式設計、可保溫、1

公升 
1 台 4,000 4,0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11-26 專業教室物品 CoredRAW   5 套 7,000 35,000 教學用 創意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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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類別
※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聯結 備註 

11-27 專業教室物品 專業登山車 

20 吋、車架:6061 鋁合

金 HASA COMP 2.0 18 段

變速 11.6KG 

10 台 5,500 55,000 教學用 休運系 

二(二)1充實專業設備

擴充各類資源教室

P.263 

 

11-28 專業教室物品 電子顯示扭力鈑手 適用 1/4"及 3/8"方頭 2 組 5,800 11,600 教學用 休運系 

11-29 專業教室物品 輪圈校正台 適用 20"~28"吋輪圈 6 組 88,000 52,800 教學用 休運系 

11-30 專業教室物品 自行車維修工作架 立式攜帶型維修架 15 組 5,000 75,000 教學用 休運系 

11-31 專業教室物品 自行車訓練台 適用 20~28 輪徑 4 台 7,000 28,000 教學用 休運系 

11-32 專業教室物品 球類運動雷達測速槍 

棒壘：16-176KPH、測速

距離約 27公尺誤差範

圍：±1.6KPH（1MPH） 

2 台 5,400 10,800 教學用 休運系 

11-33 專業教室物品 數位電子相框 10.4吋藍光觸控 LED 8 台 4,500 36,000  教學用 觀光學程 二(二)1建立學程專業

特色教室，持續採購課

程所需軟硬體設備。

P.266 

  

  
11-34 專業教室物品 雷射印表機 

A4,複合式-影印/列印/

傳真 
1 台 9,000 9,000  教學用 觀光學程 

11-35 專業教室物品 控光幕 

140*200cm以上,腳架

固定頭可自由調整傾

斜角度,含燈架 

3 台 4,000  12,000  教學用 時尚學程 

二(二)1增購各專業教

室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

體，以配合課程需要，

做為學生專業訓練之

用。P.275 

  

  

11-36 專業教室物品 背景紙 

含伸縮背景架組，伸縮

橫杆長度 1.2公尺-3.1

公尺，可架 1.36米和

2.72米背景紙,附

2.72mx11m黑色背景紙 1

組,1.36mx11m 白色背景

紙一組 

2 組 8,500  17,000  教學用 時尚學程 

11-37 專業教室物品 木工裁斷機 

電壓:110v ,轉速:4200

轉 ,切斷能力: 90度正

切:64x200 / 

98x149mm ,45x45度複合

切:44x140mm 

3 台 6,000  18,000  教學用 建築系 

二(二)4電腦輔助建築

設計、電腦輔助室內設

計等課程教學用所需之

CNC後製作工具，以達教

學需求。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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