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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南臺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104 學年度組織系統包括：學術單位共有 4 個

學院、24 個系、5 個學士學位學程、31 個碩士班、3 個博士班、1 個博士學位

學程；16 個行政單位、7 個一級中心。組織架構如下圖： 

 

南臺科技大學104學年度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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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資結構 (人事室) 

本校師資素質及師資結構良好，為全國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中師資最

優秀學校之一；改制科技大學之前，即曾多年被教育部評列為「師資考核

優良學校」，改名科技大學後，2009 年科技大學評鑑獲得全國第一名之殊

榮，2015 年更通過教育部核定為評鑑辦理完善，績效卓著之大學。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現有講師以上專任教師 555 人 (不含留職停薪副

教授 1 人、助理教授 1 人及借調副教授 1 人)，其中博士 435 人，占專任教

師人數 78.38 %，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合計 484 人；專任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比例更高達 87.21 %，高於教育部規定改制第 10 年應達 60 %之規定

甚多，在私立技專校院可說是名列前矛。(詳如 104 年 10 月 15 日專任教師

等級及學歷結構表) 

本校積極有效運用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

費，除鼓勵教師從事研究、產學計畫，教師發表論文給予獎勵，並配合教

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機制，鼓勵教師教師可利用研究計畫、發表論文、

產學計畫、專利、教學等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提出升等送審，故在改善師

資結構上，已可看出其成效。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專任教師等級及學歷結構表 104.10.15 

級       別 性 質  博  士 碩  士 學  士 小 計 合   計 

教      授 
一般 89 0 4 93 

93 
專技 0 0 0 0 

副   教   授 
一般 183 20 3 206 

210 
專技 1 2 1 4 

助 理 教 授 
一般 160 11 2 173 

181 
專技 0 6 2 8 

講      師 
一般 2 62 5 69 

71 
專技 0  2 0  2 

小      計 
一般 435 93 14 542 

555 
專技 1 10 3 14 

合  計 435 103 17 555 555 

備      

註 

助理教授以上 484 
助理教授以上占專任教師比例 

87.21% 

國外博士      135 國內博士 300 
博士占專任教師比例 

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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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軟體資源 (圖書館) 

本校每年皆投入 600 萬左右之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圖書、非書資料、電子

書等資源，另投入 600 萬左右之教育部獎補助款購置電子資料庫，以支援教學

及研究所需。近年來更加入圖書館聯盟方式採購大量之電子書，不僅可有效降

低採購費用、人力及作業程序等相關成本，亦可使館藏資料量大幅增長。且本

校圖書館亦持續致力於館際合作的推動，達成跨校間的資源共享，成為技專校

院圖書館館際合作推動的領導者。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本校圖書館館藏量

總計 1,296,739 冊/件，依資料類型表列如下： 

類型 種類 冊(種)數 小計 

圖書 
東方語文 310,112 

385,233 
西方語文 75,121 

期刊 

東方語文(現行) 512 

18,898 西方語文(現行) 138 

合訂本期刊 18,248 

電子資料庫 
東方語文 47 

144 
西方語文 97 

非書資料 

含 DVD、VCD、MusicCD、錄音帶、

VHS 錄影帶等視聽資料 
25,858 

892,446 微縮資料 644 

電子書 
本校為 TAEBDC、TEBSCo、DDC 電

子書聯盟會員 
865,944 

報紙 
東方語文 15 

18 
西方語文 3 

合計 
  

1,296,739 

(三)教學設備 

  1.校園網路 (計網中心) 

目前校園網路為了因應網際網路之快速發展，對頻寬之需求急遽增加，本

校已於 89 年 1 月將校園光纖骨幹提升至超高速乙太網路 (Gigabit Ethernet)，

其核心交換式路由器之總頻寬可達 720 Gbps，並以 Gigabit 光纖連接各系所。

校園網路以星狀延伸式架構區分成主幹網、商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人文

學院、數位設計學院、校務行政、宿舍網及撥接服務網。各學院網由超高速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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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網路介面連接校園網路主幹，可以結合數據、語音、影像、圖形之資料，提

供快速之網路服務供全校師生使用。102 年 7 月因應雲端服務之需求將校園網

路骨幹提升到 10 Gbps，其核心交換路由器總頻寬可達 8 Tbps，並與原有之核

心交換路由器做相互備援。本校之網路線路及骨幹設備如下表： 

學年度 對外線路 
撥接 

線路 
校園骨幹 骨幹設備 

102 

Gigabit Ethernet 

(1000Mbps) 

6 條 ADSL(12M/1M) 

19 條 FTTB(10M/2M) 

3 條 FTTB(100M/5M) 

50M 國際頻寬 

0 

Ten Gigabit 

Ethernet 

(10Gbps) 

Cisco Nexus 7009 

(Supervisor Module、48 

Port Giga、48 Port 

1/10G、6 Port 10.40G) 

Cisco C3750-X 

(48 Port Giga 

Ethernet 、10G UpLink) 

Cisco 7609，Supervisor 

Engine 720Gbps，48 port 

Giga Fiber，1 Gaga 

Ethernet，1 Mini Giga 

Fiber 

103 

Gigabit Ethernet 

(1000Mbps) 

6 條 ADSL(12M/1M) 

19 條 FTTB(10M/2M) 

3 條 FTTB(100M/5M) 

50M 國際頻寬 

0 

Ten Gigabit 

Ethernet 

(10Gbps) 

Cisco Nexus 7009 

(Supervisor Module、48 

Port Giga、48 Port 

1/10G、6 Port 40G) 

Cisco C3750-X 

(48 Port Giga 

Ethernet 、10G UpLink) 

Cisco 7609，Supervisor 

Engine 720Gbps，48 port 

Giga Fiber，1 Gaga 

Ethernet，1 Mini Giga 

Fiber 

104 

Gigabit Ethernet 

(1000Mbps) 

5 條

FTTB(300M/100M) 

50M 國際頻寬 

0 

Ten Gigabit 

Ethernet 

(10Gbps) 

Cisco Nexus 7009 

(Supervisor Module、48 

Port Giga、48 Port 

1/10G、6 Port 40G) 

Cisco C3750-X 

(48 Port G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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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對外線路 
撥接 

線路 
校園骨幹 骨幹設備 

Ethernet 、10G UpLink) 

Cisco 7609，Supervisor 

Engine 720Gbps，48 port 

Giga Fiber，1 Gaga 

Ethernet，1 Mini Giga 

Fiber 

    網路服務歸納如下： 

(1)教職員電子郵件系統，教職員均可申請電子郵件帳號，個人空間為

1000M，並提供廣告信阻擋及郵件防毒之功能。 

(2)學生電子郵件系統，自 100 學年起學生電子郵件系統採用 Google 校園雲

端應用服務，每位同學有南臺 Gmail 空間無限存放電子郵件。 

(3)Google 校園雲端應用服務提供電子郵件、行事曆、網路文件及協作平台

等多項功能，除學生電子郵件系統已全面使用外，教職員也將於 2016 年

起全面使用校園雲端應用服務。103 年完成與微軟 Office 365 雲端服務整

合，提供 1024 G 的 OneDrive 空間及網頁版 Office 服務。 

(4)WWW 服務，各處室單位及社團皆設有網頁。 

(5)全校 DNS SERVER 系統。 

(6)開放電腦網路教室服務。 

(7)建置大型資料儲存空間 Filer，整合儲存各系統的資料，建立完整的資料

備份機制。 

(8)雲端服務：自 103年起提供雲端儲存空間、雲端應用程式及雲端桌面等服

務，其中雲端儲存空間提供教師 25 G，學生 15 G 儲存空間。 

(9)宿舍網路：本校宿舍網路從 100學年起改用中華電信光世代網路，提供宿

舍節點每人一點的網路環境，且提供網路駐點服務人員，提供同學諮詢

及網路維修。每間寢室頻寬如下： 

 1、2 人房，每 2 間總頻寬 20/5 Mbps (下載/上傳)。 

 3、4、5 人房，每 2 間總頻寬 60/20 Mbps (下載/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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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無線網路：本校之無線網路已建置完成全校各棟 (學生宿舍只包含交誼

廳) 已達到 100%的覆蓋率，本校無線網路 AP 佈放情形如下表： 

學年度 無線 AP 數量 無線 AP 地點佈放 

102 456 全校各棟(學生宿舍只包含交誼廳) 

103 566 全校各棟(學生宿舍只包含交誼廳) 

104 630 全校各棟(學生宿舍只包含交誼廳) 

   2.數位學習 

(1)My 數位學習平台：該平台採用個人化的操作平台，當學生或老師登入

後，可以看到自己的課程，內含：公佈欄、課程活動、課程教材、討論

區…等。老師和學生利用平台上的各種功能進行交流，學生只要定期檢視

課堂上老師是否有上傳新的課程資訊，在課堂後，老師將上課的教材放到

平台上，讓學生們自由下載，達到課後主動複習的動作。老師亦可利用該

平台進行隨堂測驗，了解學生在課堂學習吸收程度。 

(2)數位線上教材：目前本校計網中心提供國際認證、網頁設計應用類、辦公

室文書處理類及智慧財產權等82門課程 (詳如下表)，提供全校教職員生使

用，讓教職員生在家也能進行認證課程的自習與複習，以達處處皆能學習

的環境。 

SUN 原廠國際認證系列 OFFICE 系列 

Microsoft 國際認證系列- 

MCTS SQL Server 認證 
程式語言系列 

Linux LPI 認證 自由軟體系列 

網頁設計應用系列 智財權法律系列 

(3)響應全球開放式教育資源運動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Movement，

OCW) 與促進教學資源共享，本校開放式課程陸續推出各學院最優質之教

學資源，從 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推出 19 門課，培訓網專區 4 門、工學

院 3 門、商管學院 2 門、人文社會學院 7 門、數位設計學院 2 門與通識教

育課程 1 門，開放式課程提供教師與學生自主學習之管道，提升師生主動

學習動機與教學資源共享之目的。其中，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開放式課

程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開放式 

課程數 
開放式課程分類 

101 4 培訓網專區 3 門與人文社會學院 1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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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開放式 

課程數 
開放式課程分類 

102 2 人文社會學院 2 門 

103 4 人文社會學院 1 門、數位設計學院 2 門、工學院 1 門 

(4)遠距教學 

102 學年度起迄今共開課 7 門遠距教學課程。103 學年度開設 4 門遠距教

學課程。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 2 門遠距教學課程。 

   3.教育訓練 

(1)本校計網中心人員 101 至 103 學年度參加校外訓練課程人次統計如下：(資

料來源：人事系統校外研習心得，以研習結束日期為計算基準) 

學年度 參加研討會場次 參加研討會的人次 

101 

(101.08.01～102.07.31) 
23 場 31 人 

102 

(102.08.01～103.07.31) 
13 場 14 人 

103 

(103.08.01～104.07.31) 
10 場 11 人 

(2)計網中心亦發揮本身之專業職能，不定時辦理校內教職員之教育訓練課

程，增進校內教職員處理資訊之能力，以提升工作效率。101至103學年度

計網中心主辦及協辦之教育訓練課程場次統計如下： 

(資料來源：計網中心首頁公告例年活動，其中教卓中心、計網中心自行辦

理的場次) 

學年度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場次 

101 

(101.08.01～102.07.31) 
74 場 

102 

(102.08.01～103.07.31) 
74 場 

103 

(103.08.01～104.07.31) 
74 場 

 4.資訊安全 

   (1)計網中心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ISMS) 

    為確保計網中心所屬之資訊資產的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及符合相關

法規之要求，使其免於遭受內、外部的蓄意或意外之威脅，並依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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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府機關 (構) 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行計畫」中明定大學為 B

級機關，須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並通過第三方認證，因此計網中心於 97

年 6 月起委由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 (NII) 輔導，協助本校導入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計網中心現階段共建立了 2 本資訊安全政策、14 本程序

書、8 本作業說明書及 40 張表單，自 97 年 10 月文件發行後實施。並於 98

年 7 月分別通過教育機構資安驗證及 ISO 27001：2005 國際資安認證，且獲

選為教育部資安種子學校，並於 98 年教育部主辦的大專校院校務資訊系統

經驗交流研討會上針對資安認證的部分進行經驗的分享。99 年 7 月、100 年

7 月均通過 ISO 27001：2005 國際資安認證之年度複評，並於 101 年 10 月完

成每 3 年重新驗證作業、102 年 10 月、103 年 10 月通過年度複評。因應 ISO 

27001 國際標準轉版，自 104 年 5 月委請顧問協助轉版作業，並於 104 年 9

月完成 ISO 27001：2013 版本之重新驗證。 

      (2)校園個資管理制度導入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施行，本校 103 年通過「南臺科技大學個人資

料保護管理要點」設立工作小組，並委由達文西法律事務所與聯經數位協

助本校導入個資管理相關制度。本校已於 103 年度完成行政及學術 76 個單

位進行個資清查及適法性查檢，產出「個資清查表」、「風險評鑑表」、「適

法性查檢報告」，各 74 份表件。 

    依教育部「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實施辦法」制定「南臺科技大學個人資料安全管理實施辦法」，產生 5

份表單、6 份範本提供使用。建置「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設置各單位

「個資保護聯絡窗口」，提供校園個資專用信箱，及當事人行使權利「個資

請求申請表」申請使用，並設置個資通報應變流程。 

    期間辦理 8 場個資宣導教育訓練，為符合具備適當資格之專人，指定

相關人員參加「BS 10012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認證專班」，25 人

全數通過認證取得證照。104 年 5 月底進行適法性及風險改善矯正作業，並

訂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內部控制制度，定期進行個資稽核作

業，於每學年定期召開「個資保護管理委員會」年度會議檢視當年度執行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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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計網中心電腦教室設備 

教室 用途 電腦配備 安裝軟體 數量 

E201 開放教室 

CPU：i7-4770 

RAM：8GB 

HDD：1T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VMware Horizon Client 
34 台 

E202 上課教室 

CPU：Q8300 

2.5G 

RAM：2GB 

HDD：500G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MS Office 2010 

3.Visual Studio 2012 

4.嘸蝦米輸入法  

5.大新輸入法 

6. Adobe Master Collection CS 6 

7.谷歌輸入法 

8.VMware Horizon Client 

63 台 

E203 上課教室 

CPU：Q8400 

2.66G 

RAM：4GB 

HDD：500G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MS Office 2010 

3.Visual Studio 2012 

4.嘸蝦米輸入法  

5.大新輸入法 

6. Adobe Master Collection CS 6 

7.谷歌輸入法 

8.VMware Horizon Client 

67 台 

E204 上課教室 

CPU：Q8400 

2.66G 

RAM：4GB 

HDD：500G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MS Office 2010 

3.Visual Studio 2012 

4.嘸蝦米輸入法  

5.大新輸入法 

6. Adobe Master Collection CS 6 

7.谷歌輸入法 

8.VMware Horizon Client 

59 台 

E208 開放教室 

CPU：i7-4770 

RAM：8GB 

HDD：1T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VMware Horizon Client 
32 台 

E205 上課教室 

CPU：i7-2600 

3.4G 

RAM：4GB 

HDD：500G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MS Office 2010 

3.Visual Studio 2012 

4.嘸蝦米輸入法  

5.大新輸入法 

6. Adobe Master Collection CS 6 

7.谷歌輸入法 

8.VMware Horizon Client 

59 台 

E301 上課教室 Apple iMAC  
1.VMware Horizon Client 

2.MS Office2012 
3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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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用途 電腦配備 安裝軟體 數量 

E303 上課教室 

CPU：Q8400 

2.66G 

RAM：4GB 

HDD：500G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MS Office 2013 

3.Visual Studio 2015 

4.嘸蝦米輸入法  

5.大新輸入法 

6.Adobe Master Collection CS 6 

7.谷歌輸入法 

8.VMware Horizon Client 

61 台 

E401 上課教室 

CPU：Pentium 

E2200 2.2G 

RAM：1.5GB 

HDD：250G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MS Office 2010 

3.Visual Studio 2012 

4.嘸蝦米輸入法  

5.大新輸入法 

6. Adobe Master Collection CS 6 

7.谷歌輸入法 

8.VMware Horizon Client 

65 台 

E402 上課教室 

CPU：i7-3770 

3.4G 

RAM：8GB 

HDD：500G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MS Office 2010 

3.Visual Studio 2013 

4.嘸蝦米輸入法  

5.大新輸入法 

6. Adobe Master Collection CS 6 

7.谷歌輸入法 

8.VMware Horizon Client 

65 台 

E403 上課教室 

CPU：i7-3770 

3.4G 

RAM：8GB 

HDD：500GB 

1.Windows 7 Enterprise 

2.MS Office 2010 

3.Visual Studio 2013 

4.嘸蝦米輸入法  

5.大新輸入法 

6. Adobe Master Collection CS 6 

7.谷歌輸入法 

8.VMware Horizon Client 

65 台 

(四)新生來源分析  

    本校 104 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於各項管道入學之統計表如下表，碩士班

及日間部二技註冊率未達 7 成，必須要再強化招生策略。105 學年度除教育

部已因註冊率未達標準扣減名額外，再次調減招生名額，轉撥於其它學制。

四技招生可分為科技繁星、甄選入學及聯合登記分發管道，雖繁星及甄選入

學管道在招生時，未能達到報到率 100%，但因其名額可流用至聯合登記分

發，且 104 學年度聯合登記分發也是錄取人數皆滿招，惟註冊時仍有少數學

生於報到後又放棄就讀，其缺額將於一年後之轉學考招生補足。整體而言，

本校在四技部之招生及註冊率，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均維持不錯的比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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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在高中生申請入學管道上，其註冊率大幅度降低，明年度將加快試務作

業流程，提早放榜，提早辦理報到，搶得與學生連繫之先機。 

104 學年度日間學制新生 104.9.15  

學制 核定 註冊 註冊率 

博士班  13  10 77% 

碩士班  545  366 67% 

日間四技  2,721  2,576 95% 

高中生  282  205 73% 

日間二技  222  135 61% 

    本校甄選入學與聯合登記分發錄取學生畢業學校之地域性分析統計如

下表，數據呈現出學生在地就讀率高，歷年來都是雲嘉南地區來的學生最

多，其次是高屏地區。中彰投地區雖高中職校學生多，但是技專校院也多，

招生人數仍低於報名人數，係本校要強力推動招生宣導之地區。桃竹苗地區

以北之學生，因距離及生活型態關係，往南部就讀意願較低，但 104 學年度

因人文和設計學院宣導有成，所以有微幅增加。整體而言，本校仍應固守雲

嘉南地區，但可再開拓中彰投地區學生生源，以學校績效之優異表現 (如典

範科大、教學卓越、國際競賽等) 及獎學金機制，來吸引優秀學生就讀。 

103 與 104 學年度甄選與聯登錄取人數地域比較表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北基宜 190 7% 242 9% 

桃竹苗 254 9% 308 11% 

中彰投 632 23% 570 20% 

雲嘉南 1062 38% 1122 40% 

高高屏 531 19% 483 17% 

花東 73 3% 52 2% 

    除甄選入學與聯合登記分發錄取學生之地域性分析之外，另外還統計了

甄選與聯登錄取本校之主要高中職校，大宗來源還是以雲嘉南及高高屏學校

為主，鄰近之南工及南商因平日多有聯繫，且學生對於本校聲譽也頗贊同。

雖然 104 學年獎學金頒發不多，但因該獎學金制度已持續 7 年，檢討原因應

非本校宣傳不力，而是學生如在技優甄審或是甄選入學 (每年 6 月) 時，已

錄取滿意學校，都不願再花時間等待聯合登記分發 (每年 8 月初) 時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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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拿到獎學金，且這兩年甄選入學招生名額比率也增加，大幅增加上述原

因的可能性。 

    高中職學校的長期深化經營必須持續，在未來各校將面臨因少子化所造

成之衝擊，所以本校更要提早準備。105 學年度主推【網軍】，成立 line 的

學校帳號，可公告招生訊息；並建立招生鷹揚計畫 2.0，將各高中職學校的

宣導窗口與拜訪宣傳記錄予以系統化管理，建立經驗傳承，還預計舉辦多場

活動，主動邀請高中職校前來參訪，讓師生對本校有更深刻的認識。   

103 與 104 學年度甄選與聯登錄取人數高職校比較表 

學校 地區 103 人數 學校 地區 104 人數 

臺南高商 雲嘉南 87 臺南高工 雲嘉南 135 

臺南高工 雲嘉南 86 臺南高商 雲嘉南 90 

鳳山商工 高高屏 75 長榮高中 雲嘉南 85 

長榮高中 雲嘉南 71 中山工商 高高屏 61 

嘉義高商 雲嘉南 69 曾文家商 雲嘉南 60 

中山工商 高高屏 62 鳳山商工 高高屏 57 

曾文家商 雲嘉南 59 新豐高中 雲嘉南 55 

中正高工 高高屏 57 中正高工 高高屏 53 

海青工商 高高屏 48 嘉義高商 雲嘉南 48 

新化高工 雲嘉南 48 新化高工 雲嘉南 46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首先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研究發展處處長、產學合作處處長等高階

行政主管、各學院院長等人員組成校務發展計畫專案工作小組，負責整體策

略規劃與校務發展規劃事宜，擬訂學校之願景宗旨、辦學理念、發展目標及

主軸計畫。針對外部環境發展趨勢，亦即社會需求與期許、學生來源與素質、

地方產業特色、乃至國家科技發展趨勢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並針對本校之

資源能力，亦即本校之師資陣容、行政資源、行政效率與研發能力等加以總

體考量。 

    專案工作小組以校務功能的觀點切入，勾勒出每一項主軸計畫應推動之

子計畫與工作計畫，並透過自我評估及外部環境評估，進行標竿學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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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再依據現況分析結果，規劃各單位未來二年各項主軸計畫下具

體可行之子計畫及工作計畫，研擬完成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草案。在草案完

成之後，送請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各單位主管、各學院院長、講座

教授、系所主任代表、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外委員所組成之校務發展委

員會討論修正，校外委員並邀請產官學人士及校友會代表蒞會指導，以確定

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 

    校務發展計畫書在經由校務會議與董事會討論通過並發布後，即核定為

校務執行綱領，依計畫中之各工作計畫編列預算，並做為社會服務、財務運

用、人才培育、研究發展與院 (系、所、中心) 發展之執行方針與後續管制

與考核之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規劃程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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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依據校務發展計畫、自我定位及既有之基礎與特色、區域性條件與需

要、校地之取得、經費之配合，以及社會經濟、產業和文化的發展趨向等因素，

規劃下列總體發展目標： 

 (一)追求教學卓越、培育務實人才 

本校現有工、商管、人文社會及數位設計等四個學院，104 學年度第一學

期學生總人數 (含進修部) 18,130 人。其中，工學院與商管學院系所發展較早

且學生數較多，為使校內學術生態均衡，因應未來社會發展需求，在現有四

個學院中，持續增強人文社會學院與數位設計學院系所之規模，並致力於課

程整合與改善，以提升教學品質、均衡發展，期使本校成為一所具備人文與

科技並重之高等學府，一方面培育工商企業人才，另一方面造就產學研發及

教育人才，緊密連結產業需求。因此，本校除專門知識之傳授外，並以養成

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整合與調適能力、勤勉且樂與他人合作之敬業精神

為最終目標，務期每位「南臺人」都成為具有信義誠實、務實樂群且富有進

取心與創新能力之專業人才。 

  (二)結合產業脈動、發展應用研究 

 本校為科技大學，培育學生具備符合業界需求之實務能力為本校教育目

標之一，為達成此目標，各系所從課程規劃階段至所有課程之教學，皆與產

業界密切配合。本校已制定並依循課程設計、規劃與檢討機制，及各級課程

委員會運作的標準作業流程，定期將學生、校友、雇主、企業主等與會人員

之意見回饋至課程規劃會議中。同時鼓勵師生與業界進行交流，包括執行產

學合作計畫、教師赴公民營企業研習、教師三年一輪暑期企業研習、教師帶

職帶薪赴企業深耕服務、師生參與國內外專題競賽、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等，

期能藉此促進產學交流，提升學生實務技能，教師除配合教學需要，隨時吸

收新知識、新方法，並充分掌握學術發展之現況與趨勢外，更積極運用學術

專業知識協助產業升級。再者，本校已建構多元升等制度，引導教師投入產

學實務研發，並強化實務教學成效，鼓勵教師以產學合作績效或教學實務成

果送審教師資格。另外制定諸多獎助辦法鼓勵教師從事研究，使教師研究風

氣提高，績效逐年提升，除持續鼓勵教師發表論文於 SCI 和 SSCI 等國內外

著名期刊外，更著重推動將研究成果轉化成產業應用技術，尤其推動跨系、

所、學院，甚至跨校之產學合作計畫來解決企業與產業面臨之各項問題，提

升臺灣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三)強化產學合作、打造親產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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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 5 年累計投資十多億元經費，擴充精密研究設備，並以「產業應

用」為導向，透過院、系、所研究資源的整合成立 10 個研究中心：包含生物

技術試量產暨功能性評估技研中心、光電半導體中心、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自動化中心、古機械中心、精密機械研發中心、生醫電子中心、企業電子化

中心、整合行銷溝通中心、媒體與設計中心，各中心以深化核心技術、強化

產學合作、輔導區域產業技術升級與轉型、培育前瞻與高科技產業人才為目

標。101 至 104 年，本校連續獲教育部通過「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著

力於親產學環境之建構，持續深化在產學研發、人才培育、制度調整，及跨

產業整合等面向之策略與機制。在產學研發方面，擴大本校產學合作能量、

深化智財管理與開創專利商品化管道、發展與產業聚落連結之產業研發特

色。分別布局於環場互動特色領域、生技保健產品與蛋白質生產、微奈米級

加工、創新機構設計與應用、先進動力與能源等五大核心技術。在人才培育

方面，全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與產業學院以訓練出企業「即時可用」人才、

持續推動教師企業深耕服務機制以增進實務能力。在制度調整方面，強化產

學合作組織架構，以迅捷行政事務支援提供各項產學計畫必要之協助。此外，

另有深化產學合作管理及獎補助辦法之訂定、KPI 管考制度之運作、績效評

估委員會之設立、持續推動產學績效導向教師升等制度之產學考核機制。跨

產業整合方面，推動三創扎根教育以培育跨領域人才、建置前育成 IQ Space

輔導機制、深化創新育成中心功能，以建構全方位育成體系。 

(四)強化外語能力、推動國際接軌 

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之世界趨勢及提升本校學生國際移動力，本校設

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專責推動本校國際化，工學院各系所皆取得 IEET

認證；商管學院已取得 ACCSB 認證，並預計於 104 年底取得 AACSB 認證；

本校積極參與教育部試辦校園國際化認證計畫，加速與國際接軌步調。本校

推出各種鼓勵師生出國進修方案，用以全力提升師生外語能力、培養師生國

際觀、拓展師生全球視野。為達此一目標，本校設置外語自學中心，聘用外

藉師資協助教學，將取得外語證照列為學生畢業門檻，並特別著力經營具有

競爭力的國際化校園環境。在強化校內英語學習環境方面，以程度分級方式

上課、開設菁英加強班、早稻田大學模式英語小班教學、LiveDVD 全網路英

語教學、設置大型英語學習情境教室等設施；為精進教師全英語授課知能，

本校辦理教師全英語授課研習營，並選送教師赴澳洲西雪梨大學接受全英語

授課培訓，逐步推動全英語教學課程。各學院每年辦理國際活動、研討會、

邀請外籍學者短期授課、與海外學術教研機構聯盟，積極安排師生前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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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大學參訪積極吸引境外學生(含外籍生、僑生、陸生)前來本校攻讀學位

及研修。 

 (五)建立教學優質校園、打造一流學府 

校園環境不僅影響學生的學習及教師教學績效，更可以經由師生的共同

記憶增強其對學校的認同感。因此，「建構優質的校園」一直是本校努力的

目標，逐年建置「安全」、「人文」、「自然」、「科技」、「藝術」、「健

康」的優質校園環境，使全校師生置身其中，有益於身心靈的和諧及健康，

並將擴大綠化面積，積極栽植喬木及四季花草，讓校園景觀更為清新、美麗。

本校係以培育務實致用的優秀人才為教育目標，因此校園建設皆致力於配合

課程規劃、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職涯輔導等業務，並透過前述面向之

服務與產業、國際接軌，使本校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一流學府。 

   本校辦學特色含括「校務發展」、「人才培育」與「專業發展」等三面向，兹

分述如下： 

(一)校務發展特色 

本校以「誠信務實、創新卓越」為辦學理念。「誠信」乃源於本校校訓

「信義誠實」，希望為人誠懇，講求信義；「務實」乃基於企業精神，希望

腳踏實地，追求效率效能；「創新」乃強調創造力與創意的突破革新；「卓

越」乃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各領域，皆能持續精進，追求卓越。為求落實

辦學理念，注重專業知能與人文關懷、硬體建設與軟體建設、理論教學與專

題製作、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國內發展與國際交流等多方位的平衡發展。

其於上述理念本校以「資訊化」、「人文化」、「創新化」、「產業化」、

「國際化」等五化為校務發展特色。 

1.資訊化：建構完善校園資訊網路，自行開發校園資訊系統，提升行政效能。 

2.人文化：注重通識教育與非正式課程開設，提升學生人文素養。 

3.創新化：推動從創新課程、創意競賽、創業輔導、到創業育成一貫化三創

機制。 

4.產業化：教學與研發緊密結合產業，將產業引進校園，將人才推向產業。 

5.國際化：建構優質外語學習環境，設立國際學院，形塑校園國際化氛圍。 

(二)人才培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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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優質人才涉及學生、教師與課程等三層面，本校已建立英語教學、

教學助理、四年一貫就業輔導、專業證照培訓與考照、跨領域學習、學產一

貫、學生企業實習等機制，以深耕精緻學習；為教師建立企業深耕服務、微

縮教學、專業證照培訓、教師評鑑等制度開拓實務教學；為課程規劃建立學

程化、課程國際認證與回饋檢討機制。另外，自行開發南臺人學習檔

（e-portfolio），並建置國內唯一整合選課、課程教學計畫、學生成績、就業

力指標、UCAN、求職等功能之整合式學生學習地圖ｅ化系統，完善協助學

生學習與輔導平台。由學生各項專業表現，包含通過英檢證照、專業證照、

國內外實務專題競賽成果、及產業界對本校畢業生工作滿意度等績效，皆充

分展現本校頂尖國際黑手實務人才培育特色。綜觀本校在人才培育方面具有

下列特色： 

1.訂定專業證照與實務專題畢業門檻，畢業生具備專業實務能力。 

2.訂定強化教師實務能力研習機制，使教師具備產業實務教學技能。 

3.推動課程國際認證，人才培育國際接軌。 

4.推動產學共構課程規劃、設備與教學，人才培育鏈結產業需求。 

5.建立完善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導入學習品保制度，確保學習品質。 

6.定期更新充實實驗設備與圖書資源，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7.推動學生國內外企業實習制度，學生就業無縫接軌。 

8.重視學生外語能力之培育，使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 

(三)專業發展特色 

     因應政府推動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四大智慧型產業、深耕

工業基礎技術、生產力 4.0 等國家產業發展政策及兼顧地方產業發展，本校

轉型過程中即不斷發揮私校辦學的靈活性，在自身環境與條件基礎下發展專

業特色。經過長期且全方位的資源投入與努力耕耘，已建立下列社會各界對

本校最具深刻印象之專業發展特色： 

1.先進車輛製作：本校是國內第一所發展太陽能車的學校，2007 年在澳洲世

界太陽能車大賽中獲世界挑戰組第 5 名 (亞洲第 1 名)，為爾後我國發展太

陽能車開啟新頁，此外本校研發製作之 SAE 省油車、節能車、燃料電池車

等歷年來參與國內外專題競賽已獲超過 20 項冠軍，如 2007 年 Soli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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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方程式賽車設計第一名、2007 年日本國際 F3 方程式賽車競賽獲獨特

設計獎第二名、2008 年第三屆全國大專太陽能模型車競賽冠軍以及和泰汽

車 Toyota T-TEP 學校技能競賽冠軍、2012 年參加中國學生方程式賽車競

賽，獲得行銷報告第一名與最佳精神文明獎、2014 年與 2015 年在全國燃

料電池車比賽拿下兩次最佳設計獎與龍騰獎第五名以及全國大專校院環保

節能車大賽，榮獲省油車組第三名、電動車組第二名。上述表現足證本校

具備先進造車技術，進而研製商用、節能、輕量化、四輪轉向之智慧型電

動車已具國際水準。本校機械系於 2015 年與日本三重大學跨國合作，共同

參加於日本三重縣所舉辦之「2015 Ene-1 GP SUZUKA」競賽，獲得一般組第

六名表現亮眼。 

2.嵌入式技術：嵌入式系統的應用為國家產業發展的主要政策之一，加上後

PC 時代種種需要複雜運算功能的數位應用系統，其核心肯定是低成本高效

率的即時性嵌入式系統。本校在嵌入式技術的應用有「電腦鼠」與「智慧

型機器人」。「電腦鼠」是集合光、機、電原理及軟硬體整合應用製作而成

的智慧型電腦鼠，它能經由感測光線而控制行進方向，達到無人駕駛的目

的。本校在電腦鼠領域是全世界三強之一，除囊括 2010 年大陸及臺灣所有

的電腦鼠走迷宮競賽冠軍外，2011 年參加全日本電腦鼠走迷宮國際競賽 

(世界水準及難度最高的電腦鼠競賽) 獲第 4 名與探索賞、2012 年獲得第 6

名與探索賞、2013 年獲得第 5 名佳績。「智慧型機器人」為未來科技發展

趨勢，本校研究發展機器人智慧化模組晶片，使成為機器人系統之關鍵元

件及技術，並朝數位化、自動化、資訊化、智慧化、互動化、機器人化發

展，在參加 2011、2013、2014 FIRA 智慧型機器人世界盃足球賽中，勇奪

三項世界冠軍、一項世界亞軍及四項世界季軍，具備領先國際之實力。本

校電機系於 2014 至 2015 年與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展「協助進食

機器人」之產學合作計畫，研究經費約 700 萬元、技轉 100 萬元。 

3.精密機械與自動化技術：精密機械與自動化技術都是機械產業之前瞻性研

究。本校整合現有研發人力專長及設備基礎，規劃具前瞻性且產業所需之

精密機械與自動化技術。其中主動隔振技術是推動精密機械產業前瞻性發

展、提升國際競爭力之核心關鍵技術。本校研發的「天鉤式阻尼器主動隔

振系統」結合團隊之專利技術，以創新的方式提升隔振性能，滿足超精密

設備儀器市場的需求。參加 2014 年「第八屆龍騰微笑競賽」獲得第二名佳

績，與百萬獎金之殊榮，並獲得科技部 103 年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業潛力獎。

另外成立「自動化中心」，連結群創光電公司與台灣愛普生 (Epson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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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階教學設備的陸續捐贈，成為自動化人才培育重鎮。 

4.微奈米技術：微奈米技術是二十一世紀產業發展最大的驅動力之一，其橫

向技術的結合，更是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校微奈米技術在奈米材料的

製備、奈米檢測技術與微系統的製造技術已有相當堅實的基礎。在奈米材

料方面，於奈米磁性粒子、金屬氧化物與硫化物半導體及 PtIr 奈米催化劑

皆具有良好控制與製備能力。在奈米檢測技術上，已建立高解析電子顯微

鏡分析技術、太陽光電檢測技術與金屬熱處理分析技術，對地區光電與傳

統產業在微奈米分析上提供支援。在微系統方面，以滾印技術為核心，發

展出相關光電應用薄膜、微機電系統與感測元件，並進一步主導成立「滾

印技術研發聯盟」(14 家企業)、產學小聯盟等。2014 年機械系與廣泰金屬

以及義大醫院共同開發結合於醫療器材內視鏡前端之夾具感測器，產學合

作計畫金額 200 萬、技轉金 100 萬；生物感測器部分於 2014 年通過科技部

三年整合型計畫，總金額為 1,179 萬元，此外更將此晶片整合滾印技術，

於 2015 年通過科技部三年期私校特色計畫，總金額為 1,430 萬元。 

5.機能性生技食品與蛋白質量產技術開發：本校累積食藥用菇蕈類及益生菌

保健食品開發、保健食品功能性評估、低溫超臨界流體二氧化碳萃取技術、

超音波萃取技術、發酵量產技術、微生物製作有機堆肥、生技農藥、蛋白

質分離純化、蛋白質標的物分析等技術，擁有模組化試量產工廠 1 噸級發

酵製程開發生產能力，產品如：黑木耳、靈芝、牛樟芝、蟲草、巴西蘑菇、

納豆、紅石榴、黑豆飲品等系列產品，每年產學合作金額約 2,000 萬元。 

6.古機械創新機構設計：本校應用創新機構設計技術進行古機械復原研究，

並將成果推廣成公共藝術，已受國際肯定，102 年底與上海「糧食加工坊」

簽約，於其廠房裝置古機械公共藝術，金額新臺幣 720 萬元。104 年 5 月

與香港羅丹天時公司簽約，承製四件古代天文與計時儀器，金額為新台幣

249 萬元。 

7.生產力 4.0：本校為因應工業 4.0 之「物聯網、大數據、雲端、人工智慧」，

將於 105 學年度完成建置自動化智慧工廠，並進行跨領域之人才培育。目

前將以自動化實驗室現有的機械手臂呈現「物聯網、大數據、雲端、人工

智慧」之模擬智慧工廠。除了自動化中心目前現有的成員外，將加入電機

系與機械系 104 學年度之新進老師參與發展相關技術，如遠端監控與診

斷、大數據之分析…等。未來將成立機電整合乙級證照教學教室以及智慧

工廠。發展的相關技術將積極爭取產學合作，如與群創光電合作等，並選派學

生至相關公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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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車用電子技術：車用電子被視為未來引領電子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本校電子系是國內最早開始研究車聯網技術的學術單位之一。簽訂的產學

合作案將近 2,000 萬元，合作單位包括工研院及世紀民生公司，研發成果

得到華創車電公司的重視，提供電子系 2 台 Luxgen 汽車供技術開發使用。

此外，電子系除得到科技部補助成立次世代車用資訊娛樂系統技術聯盟

外，更進一步結合產、官、學、研等單位，成立台灣車用電子協會，聚焦

車電產業發展，研發包括車用電子 EMC 測試技術、車用 CAN Bus 微控制

晶片技術與積體電路故障分析技術、Android 嵌入式平台技術、與車用無線

網路技術發展車用資訊娛樂整合系統等關鍵技術。 

9.創新中小企業電子化管理系統導入模式：結合學校資源、軟體公司與企業

三方面，協助中小企業導入電子化管理系統 (ERP、CRM、BI 等)，提供學

生實習機會，提早進行就業媒合，協助政府改善就業問題。已有華實興業、

占賀五金、勝通科技、天子電子、元能股份、台強電機、睿元科技、新浤

科技和崎鈺企業等多家成功案例，每年產學合作金額約 250 萬元。 

10.中小企業整合性行銷系統的規劃與建置：商管學院結合行流系、企管系與

休閒系之特色專長，提供中小企業建置整合性行銷系統之規劃與執行。服

務內容包括品牌拓展與服務平台建置、地方產業網路行銷服務平台規劃與

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已有郁勝環保、萬記科技、禾大農業科技、艾立

生物，工豐企業、衛全建材、英美實業、國通春天租車、明新食品、榮佳

食品、五花馬國際、萬泰機械和聯奇開發等多家成功案例，每年產學合作

金額約 200 萬元。 

11.英語戲劇展演課程：100 至 102 學年度連續三個學年獲教育部「人文社會

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共計補助將近 300 萬元，發展英語戲劇課

程，培養學生藝術與戲劇素養，增強學生英語表達、劇場實務、及媒體特

色等能力。至今已完成「劇場理論」、「劇場實務」、「西洋戲劇史」、「中英

文劇本創作」、「舞台口語訓練」、「劇場技術與製作」及「後期製作與特效」

等課程，並推出「繼母 (The Stepmother) 」，「街燈 (The Lamp Post)」，「女

巫 (The Witches)」，「如果這世界是一棵樹，那我會是甚麼? (What will I be 

if the World is a Tree ?)」等戲劇。 

12.日系企業人才培育中心：配合本校典範科大計畫，應用日語系於 102 學年

度與均立有限公司共同開設「日系企業人才培育室」，邀請東麗尖端薄膜、

住華科技、日立化成等南部科學園區內重要日系企業總經理共同授課，培

養實務技能外，參與校外實習，以培育「即戰力」，畢業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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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大型多媒體互動娛樂與特效製作：配合本校發展典範科大計畫，建置「大

型互動娛樂實驗室」。近五年之研究成果，展現在人性智慧化虛擬角色、

虛擬環境場域互動、創新互動等技術開發。另外，本校參與知名電影「賽

德克巴萊」、「痞子英雄」、以及「故宮動態清明上河圖」之製作，2012 年

更獲魏德聖導演邀請，負責新片「KANO」之電影特效製作，這是我國商

業性電影首次委由大學負責特效製作首例，2014 年時再度獲邀參與「痞子

英雄Ⅱ」電影特效製作，顯見本校技術水準已深獲業界肯定。 

     為達成本校追求教學卓越、培育實務人才、結合產業脈動、發展應用研究、

強化產學合作、打造親產學校園、強化外語能力、推動國際接軌、建立優質校園、

打造一流學府之總體發展目標，本校參考標竿學校日本「立命館大學」之「畢業

即就業」辦學理念，在校務發展計畫提出五項校務發展主軸計畫，以落實總體發

展目標之達成。在各主軸計畫下，各工作計畫中明列其預期質化成效及量化成效

指標，以確保主軸計畫能在各工作計畫的指標下確實執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五

項主軸計畫及子計畫說明如下： 

(一)主軸計畫 A：精進教學品質，培育產業需求優質人才 

A1 推動學術單位組織調整：配合社會趨勢及生源變化，推動系所調整、開辦

樂齡大學。 

A2 強化與就業接軌之課程整合：落實與就業接軌之專業課程整合、落實與就

業接軌之通識課程整合、推動英語課程改革、強化學生就業素養、強化學

生通識與人文素養、推動優質師資培育工作。 

A3 強化教師職能，落實績效考核：精進教師專業成長、強化教師實務能力、

落實教師績效考核、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A4 增進學生實務能力：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推動競賽導向之實務專題製

作、強化學生專業證照培訓、持續推動業界專家協同授課。 

A5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落實教學品保機制、落實學習預警與輔導機制。 

A6 持續擴充改善教學資源：改善教學硬體設備、強化圖書館功能與服務。 

(二)主軸計畫 B：強化學輔工作，塑造友善氛圍 

B1 實施品德教育，強化生活與法治教育：提升班級幹部經營能力、倡導紫錐

花運動，建立無毒校園、形塑優質校園文化並培育新公民素養、落實住宿

服務與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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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建立多元參與，深耕社團發展：整合社團結合服務學習，擴大國內外志工

服務參與、活化學生社團活動及落實輔導機制、經營社團聯絡網、孕育績

優團隊參與國際交流或競賽、深化社區服務與落實攜手計畫。 

B3 推動健康促進，培養健康生活習性：養成規律生活運動習慣、認識健康飲

食與均衡營養、強化學生性教育。 

B4 推展服務學習，強化正確服務人生觀：推動服務學習關懷敎育、營造潔淨

溫馨校園與落實環保教育。 

B5 強化輔導功能，推動尊重與關懷文化：落實申訴制度，維護學生受教權、

推動生命教育、建立高關懷學生篩選與輔導流程、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關

懷身心障礙弱勢學生。 

B6 進行生涯輔導，整合校友資源，強化就業輔導：強化就業輔導：辦理校友

企業參訪、強化校友資料庫及辦理校友講座、就業輔導與媒合。 

(三)主軸計畫 C：厚植研發能量，促進產學合作 

C1 落實研發績效管理：導入專案管理制度、強化研發績效考核與獎懲制度、

提升教師研發能量。 

C2 強化研究中心功能：建立研發永續經營模式、形塑標竿研究中心。 

C3 推動跨領域重點研究：強化國際競賽潛能、推動研究中心整合研發、建置

跨領域合作平台、結合國內企業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C4 擴大推動產學合作：強化育成中心功能、推動創新產學多元合作模式、推

動產業聯盟擴大合作網絡、加強研發成果宣傳推廣及回饋機制、強化產學

運籌中心功能。 

C5 建立智財權管理與運用模式：建立智財知識學習環境、建立跨領域智財加

值機制、活用外部策略聯盟推廣機制。 

C6 推動三創扎根教育: 開設創意創新創業實踐課程、形塑優質校園師生創新

創業氛圍、設置創新創意實作及商品化之場域、建立前育成輔導機制。 

C7 建構文創產業發展機制：辦理文創展演活動、建立文創講堂、推動文創事

業深度參訪。 

(四)主軸計畫 D：建置永續優質環境，營造ｅ化樂活綠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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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健全財務規劃：強化預算功能與財務規劃、持續推動會計行政流程自動

化、建構完整之會計作業標準程序、強化會計功能與提升財務績效。 

D2 建構資訊化校園：建置與維護資訊網路設施、提升同仁資訊技能、持續更

新電腦軟硬體設施、強化網路應用與雲端服務。 

D3 深化校園安全：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建設無障礙環境、強化實驗室及

其他非實驗室教學設備之安全管理、強化校園安全管理。 

D4 優化行政決策品質與效能：持續開發行政資訊系統，成立校務專業管理辦

公室、發展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之合宜檢測工具、建立以數據為基礎的校務

決策支援系統、提升行政服務效率。 

D5 推動綠色校園：落實校園節約能源政策、推動資源回收再利用、建置綠色

能源設施、推動校園能源管理。 

D6 建置優活校園：增建健康運動設施、營造優質校園。 

(五)主軸計畫 E：提升學校聲望，建立國際品牌 

E1 提升學校卓越聲譽：推動教育認證、精進單位網站內容、提升世界大學網

路排名、強化中外媒體文宣。 

E2 強化行政與學術績效：辦理自我評鑑、推行行政流程標準化作業、推動關

鍵績效指標作業、健全法規制度。 

E3 建立國際化校園環境：招募優秀境外學生、設立國際學院、擴增全英語授

課課程、拓展師生國際觀。 

E4 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辦理學生出國研習計畫、推動雙聯學制、鼓勵學生

出國短期研修與參訪、推動學生海外實習計畫。 

E5 擴大國際學術交流：擴增國際交流管道、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建立姊

妹校經營機制。 

三、105 年度發展重點 

隨著本校規模不斷成長，校地也逐漸擴增。創校之初為 5.464 公頃，之後

再另覓建校用地 5.3766 公頃，此後陸續購入毗鄰農地、校區內私有地及國有

地，校地面積擴充至今日的 16.4594 公頃。為能脫胎換骨、轉型成長，本校在

無私的董事會大力支持下，大幅提升師資質量，更新教學與研究設備，改善教

學研究空間，設備及建築房舍均甚優質。因此，本校珍惜並妥善應用資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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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合與維護，使每件儀器設備、每一吋樓地板均達最大使用率而無所閒置。

在經費許可下，陸續興建學生宿舍、圖書資訊大樓、教學研究大樓、能源工程

館、優活館、校際聯盟商品設計實作工廠、生活機能館、校際聯盟產業技術暨

實習大樓，建構完善的學習與校園生活環境。 

 本校在卓越辦學的基礎下，以特色、創新、深化、永續之精神，持續培

育產業所需之務實致用人才外，亦將扮演技職教育燈塔角色，善盡大學社會責

任，開創技職教育光明的前景。茲就本校 104 至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

五項主軸計畫之執行目標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依主軸計畫之執行目標 

        (一)主軸計畫 A：精進教學品質，培育產業需求優質人才 

1.適時調整招生系所，因應產業發展與生源變化。 

2.連結課程與核心能力，培育關懷社會之務實致用人才。 

3.提升教師專業與實務知能、精進教學技巧、推動多元升等，確保教學品質。 

4.透過產業導向實務課程之整合規劃，引導學生多元學習。 

5.透過學習預警與輔導機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6.持續擴充改善教學資源，提供教與學之優質環境。 

  (二)主軸計畫 B：強化學輔工作，塑造友善氛圍 

1.實施品德教育，培養具有信義誠實的公民。 

2.建立多元參與，培養學生自治及法治的精神。 

3.推動健康促進，培養良好生活習慣，過健康人生。 

4.推展服務學習，落實勞作教育及社區服務與社區關懷。 

5.強化輔導功能，促進師生和諧關係及有效輔導。 

6.進行生涯輔導，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與自我實現。 

  (三)主軸計畫 C：厚植研發能量，促進產學合作 

1.建立健全之研發機制，提供完善研發環境。 

2.引進各項外部資源，擴大產官學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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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進各類產學合作計畫，建立產學攜手典範。 

4.推動智財管理機制，開發多元技轉管道。 

5.強化研究中心能量，形塑標竿研究中心。 

6.促進各項研究計畫，活絡教師研發量能。 

7.推動三創扎根教育，孕育創業起飛園地。 

        (四)主軸計畫 D：建置永續優質環境，營造ｅ化樂活綠色校園 

1.持續健全財務規劃與執行，開拓永續資源。 

2.強化校園基礎建設與網路服務，促進建構校園資訊安全。 

3.持續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的開發，提升行政效率。 

4.強化校園ｅ化教學系統，提升教學效能。 

5.建立校園財產的標準作業管理運作機制，確保學校永續的經營。 

6.改善教師教學工作和學生學習活動的環境，建構樂活校園。 

7.設置校務專業管理專責單位，提升校務決策品質。 

         (五)主軸計畫 E：提升學校聲望，建立國際品牌 

1.持續推動國際教育認證，提升教育品質。 

2.強化媒體文宣，提升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與學校聲望。 

3.推動教育國際化，拓展學生國際觀。 

4.有效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增強學生國際移動力。 

5.推動國際交流，促進師生國際合作機會。 

6.建構雙語學習環境，營造校園國際氛圍。 

  第二部分、依學院別之執行目標 

各學院依學校 104－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五項主軸計畫，就學院之特性

及發展重點擬定相關工作計畫。各學院之執行目標分述如下： 

(一)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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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統合各種工程與科技的工程師，具備獨立解決問題、結合工程與管

理、及系統整合之能力。 

2. 結合產業當務需求與願景，培養學理與實務之應用技術人力，以從事工

程相關領域之技術應用與研發。 

3. 培養終身學習與社會關懷之人格特質。 

4. 配合政府目前最重要之經濟發展政策，如：「生產力 4.0」：大數據、雲

端、物聯網、人工智慧等與產業積極合作。 

(二) 商管學院 

1. 透過提供現有商業與管理相關課程，來培養企業界之中階領導階層及專

業人才，並使其具國際視野與企業倫理觀念。  

2. 透過產學合作與學術研究，論文發表和參與會議，來促進商業與管理知

識的增長。  

3. 透過提供業師指導、業界實習、國際交流與參訪和公眾政策諮詢的服

務，以因應企業未來全球化發展。  

4. 通過開辦創業實務學程，加強培訓校內跨領域創業團隊。  

(三) 人文社會學院 

1. 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優秀外語人才。 

2. 涵育幼兒保育及中小學教育人才。 

3. 培育文創專業人才。 

4. 強化語文及教保兩學群專業學術及實務技能之發展與創新，加強產學合

作，積極服務社會。 

5. 為因應人口之老化，加強培育「高齡服務事業人才」。 

(四) 數位設計學院 

1. 因應數位時代，培育整合領導能力，提供規劃與設計未來數位優質生活

的專業人才。 

2. 整合學院師資，提供設計加值服務，檢證研發學理運用於實務設計成效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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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充學院設備，建構學院重點特色，突顯院系強調數位整合軸心概念之

特色。 

4. 拓展國際合作，跨足國際交流平台，立足於數位設計學術領域的軸心級

學院。 

    由於全校師生的努力成果，本校在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評比中，屢獲佳績與

讚揚，績效極為卓著，顯示本校已獲高度的肯定與口碑。茲將本校之整體辦學績

效臚列如下： 

1.99至104年度連續六年獲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總金

額名列第一。 

2.95至104年度連續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共獲得計畫總經費6億

8,400萬元，為全國科技大學中獲補助第二多之學校。本校並且為教育部

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一次補助四年 (102年至105年) 之唯一私立科技大學 

(全國僅本校、臺北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三所學校獲此殊榮)。 

3.101年獲教育部評選為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學校，為6所獲選學校

中唯一之私立科大，獲教育部補助7,500萬元。102至104年持續補助，合

計3.37億元，為全國科大第五名，私立技專校院第一。 

4.98至104年連續七年獲Cheers雜誌調查為企業最愛之私立科技大學第一

名。 

5.102年榮獲教育部首批以自我評鑑取代教育部評鑑之科技大學，103年自

我評鑑結果亦獲得教育部與台灣評鑑協會認定。 

6.通過 ISO 9001：9008品質管理系統及ISO 27001：2013國際資安認證認

證。 

7.98至102年連續五年通過臺灣智慧財產管理系統規範 (TIPS) 系統導入驗

證，為全國私立大學創舉。 

8.本校承辦「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負責全國大學

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學業務。 

9.103年10月取得文化部「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15年經營權，並於104

年6月開園營運。 

10.工學院全部系所均已通過IEET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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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管學院 14個系所已於 103年 6月全數通過華文商管教育認證 

(ACCSB)。103年11月通過AACSB認證之SAP (Standards Alignment 

Plan)。 

12.100至103年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本校通過件數均為全國大

學第一名。 

13.獲得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為全

國技職校院唯一連續執行三期 (101至103年)「全校性類別計畫」學校。 

14.獲經濟部能源局「102年節能績優廠商表揚活動」機關學校組優等獎。 

15.104年參加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獎選拔活動，獲公共行政業、教育服務

業與政府機關組傑出獎。 

16.104年本校獲頒國防部績優招募學校五連霸殊榮。 

17.102至103學年度榮獲教育部補助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 

本校整體發展經費需求計畫主要分為二部份： 

(一)資本門經費需求 

由於研究所之相繼設立與配合國家科技發展方向與人才之培養，除基礎設備

仍須更新及擴充外，增添相關精密的儀器設備更是迫切需要，以應師生教

學、研究所需。另電腦、通訊相關軟、硬體設施進步快速，致相關設備須同

步提升品質，使學生能夠學到最新知識、技能，培育優秀技職人才。茲列舉

105 年度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與本校 104-105 學年度校發發展計畫書之

對照表如下： 

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工學院 
MATLAB 數 值

運算軟體 

1.使學生學會 MATLAB 語言

程式設計。 

2.培養學生使用 MATLAB 程

式解決電機電子領域之問

題。 

3.使學生能短期內獲取廣泛

之 MATLAB 相關知識。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化材系 
顯微鏡與數位影

像系統 

可維持大學部化學技術實習

課程之正常授課與培養學生

實作能力，以及專題生專題研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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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究使用，亦可提供部分碩士生

研究碩士論文用。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化材系 流變儀 

現代科技與產業無論是利用

融熔態的加工模式、抑或溶液

狀態下所謂濕製程如塗佈或

噴墨法，對於流變相關知識與

技術的需求與日俱增。考量高

單價的材料、高精密製程的要

求、以及機台設計的不易與缺

乏彈性等實際因素的影響，藉

由流變儀能夠更加理解流變

理論與實驗量測的相關性，有

助於解決實際問題。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化材系 
加熱變形/衛氏軟

化溫度試驗機 

本系原已將高分子材料的耐

熱溫度測定排定於大三下學

期的化學技術實習的項目

中，因目前所使用的設備已近

二十年，部份零件損壞且設備

老舊不符現有工廠的量測標

準。本系依校務發展計畫，更

新教學設備。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及第 3 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 

生技系 
迷你垂直式電泳

槽 

生物化學實習及分子生物學

實習課程用。生子生物學實驗

課程-蛋白質體跑膠設備。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及 3 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究

量能」。 

生技系 細胞低速離心機 

教師教學硬體設備改善，加強

學生學習能力，提高學生未來

畢業後就業機會。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及 3 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究

量能」。 

生技系 

高效能液相層析

儀/中壓純化系統

/ HPLC 四組溶

液  梯度  裝置 / 

1.教學研究用：加強學生實際

儀器操作能力，分析條件

的設計及分析結果的判

斷，其可增加學生畢業後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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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HPLC 六通道溶

液  除氣裝置 / 

Rotor 轉子/分光

光度計/ 

就業能力的提升。 

2.預計增加儀器分析之教學

課程。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及 3 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究

量能」。 

生技系 電源供應器 

教學研究用：加強學生實際儀

器操作能力，分子生物學實驗

轉漬實驗設計及分析結果的

判斷，其可增加學生畢業後就

業能力的提升。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及 3 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究

量能」。 

光電系 

雷射應用實驗訓

練模組  

雷射光譜與螢光

實驗套件 

雷射傳遞聲音實

驗 

光譜儀光電原理

教學實驗 

桌上型電腦 

液晶顯示器 

單槍投影機 

筆記型電腦 

雷射光束分析儀 

3D 列印機 

1.建置 Q302、Q502 教學實驗

室，經由雷射應用於光學自

動對焦抬頭顯示系統之雷

射應用系統的訓練平台、強

化教學實驗室之設備。 

2.經由教師授課雷射工程、基

礎光學設計、應用光學實

習、太陽能與固態照明實驗

教學、物理實驗教學、專題

製作、專業證照輔導培訓等

課程，使學生對已習得之基

礎光學知識，能更融會貫通

於實驗上，協助學生透過硬

體設備了解雷射光的特性

及光學元件對雷射光傳播

特性的影響於爾後作研究

時，能夠充分運用此實驗知

識及技術。 

3.透過此設備的加入可增進

學生專題製作、競賽達到學

生對專業技能的提升，並增

加專利數量達到產學合作

之績效。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及 3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建置具特色之實

習或實驗室」。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3 點「提升教學品質」、

「提升學生實務能力」、

「提升教師研究量能」。 

資工系 
雲端網路技術與

應用 

邁向 4G 第四代行動通訊、頻

寬倍增的時代，將著重於內

容、創意、研發與應用，建構

良好環境、營造智慧生活，以

及發展普及網路社群
(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 

UNS)相關產業所需要的關鍵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32 

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技術。 點  「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量化目標第 2 點「整

合資工系、電機系、電子

系建置穿戴裝置創新加值

實驗室 1 間」。 

電子系 教學廣播系統 
更新實習實驗室設備，以提升

學生課程學習效果。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電子系 系統設計軟體 

透過軟體進行圖形化的程式

設計語法，能夠幫助學生實踐

構想、縮短測試時間，並可與

現有儀器進行整合及控制。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點「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電子系 訊號擷取系統 

透過訊號擷取系統，可直接應

用於穿戴式系統，將系統內感

測器所感測到的物理量，擷取

並轉換出來，進一步更能傳遞

給後續應用之平臺。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2 點 「整合資工系、電機

系、電子系建置穿戴裝置

創新加值實驗室 1 間」。 

電子系 

數位訊號處理及

單晶片訊號量測

系統平台/ 

智慧照明實驗開

發平台/ 

嵌 入 式 系 統

Android 開發板/ 

智慧家庭模擬實

驗平台 

配合物聯網實驗室建置，採購

各項模擬及實作平台，主要用

於物聯網的教學實驗、競賽、

小規模應用開發、展示等，便

於學生熟悉和掌握物聯網技

術的原理和進行實際應用。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電機系 

數位示波器/直流

電源供應器、函

數/任意波形產生

器/電腦 

定期汰換更新實習實驗室設

備，如電力電子實驗室等，教

學採取多元化學習方式，提升

學生課程學習效果。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及 3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建置具特色之實

習或實驗室」。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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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電機系 
生產力 4.0 教學

及實驗儀器 

1.配合生產力 4.0 實驗設計，

採購各項模擬及實作平

台，主要用於生產力 4.0 的

教學實驗、競賽、小規模應

用開發、展示等，便於學生

熟悉和掌握生產力 4.0 技術

的應用。 

2.教學採取多元化學習方

式，提升教學品質。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機械系 

SoftLathe  V5 

CNC 虛擬 (VR)

控制器模擬軟體 

虛擬加工控制模組之軟體，具

視窗與虛擬控制器操作面板

雙模式切換。可模擬粗車、螺

紋 等 綜 合 切 削 循 環 及

M98/M99,C 倒角、R 圓角、

A 角度等加工。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機械系 
掌上型汽車修護

示波器 

利用此設備傳授汽車綜合檢

修實務課程之操作使用。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機械系 車輛診斷儀 

1.傳授汽車感測器原理、應用

與檢測與專業診斷儀器之

操作使用。認識各種不同車

種引擎、底盤與電系所用感

測器之作動原理及控制方

法。 

2.引入汽車故障診斷及排除

技術，並教授引擎及底盤之

檢修等實務技能。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機械系 

NX CAM 電腦輔

助製造軟體升級

9.0 版 

NX 系統是一套高精度與應

用彈性之加工模擬軟體，透過

多樣的刀具工序，可將工件依

需求做有效率的路徑編輯與

規劃，另亦提供多軸加工之功

能，更能符合目前業界之需

求。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機械系 LabVIEW 程式語安裝於自動控制及感測元件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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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言軟體(最新版) 與自動控制等實驗室，可應用

的課程包含自動控制實習的

直流伺服馬達控制，感測元件

與運動控制課程的各型感測

元件的訊號量測，馬達原理與

控制課程的伺服與步進馬達

控制，數位電路應用的數位輸

出入等。同時可應用於教師與

研究生有關控制與量測的研

究。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3 點「提升教學品質」、

「提升學生實務能力」、

提升教師研究量能」。 

機械系 

鋰電池充放電機

(包含測試軟體，

線材及電腦) 

測試並瞭解電池在不同的正

負極材料下，所表現出來的特

徵曲線。量測電池在定電流及

不同充放電電流下所產生之

特性。對於 3C、儲能及動力

電池進行相對性的評估。 

A4-2推動競賽導向之務實

專題製作 

->工作計畫第 1 點「持續

推動師生參與全國性各項

競賽」。 

->104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培養學生理論知識

與實務技能整合之經驗與

能力」。 

機械系 機車診斷儀器 

1.可診斷一般市售機車，廠牌

涵蓋：三陽、光陽、山葉、

比雅久、台鈴、哈特佛、

宏佳騰。 

2.產品功能：可測試故障碼、

清除故障碼、內建標準數

值、co 調整、波型檢修、

螢幕可連接電視畫面。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機械系 
感測教學實驗設

備 

使學生瞭解各種感測器的理

論與應用，培養感測器的基本

觀念與技能，瞭解各類感測器

架構，並能針對不同的場所與

目的，正確的使用感測器來進

行量測。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點「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機械系 桌上型球磨機 

1.在奈米科學課程及實驗

中，實際利用研磨製造奈

米粉體，並利用本系奈米

中心進行奈米量測及觀

察。 

2.讓學生能實際動手製造奈

米材料並對其進行檢測。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如針對奈米中心教學上所

需要之奈米粉體樣品製

作，提升研究中心教學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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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機械系 真空烘箱 
在奈米科學課程及實驗中之

乾燥過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如針對奈米中心教學上所

需要之奈米粉體樣品製

作，提升研究中心教學品

質。 

機械系 塗佈機(含括刀) 

在電工學及電路學教學中讓

學生能實際了解電池以及電

容之正負極塗佈製造過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培養學生理論知識與實務

技能整合之經驗與能力。 

企管系 

零售專家/人力資

源管理套裝軟體

(HRM) 

針對學生或想投入成為零售

業店長的社會人士，養成具備

店長應有之技能。完成開店前

作業後即將進入正式營運，依

據開店前的規劃與店舖管

理，與商圈原有之環境資訊進

行資料比對，自動產生交易資

料，依據天氣變化及節慶活動

外在環境，了解消費交易資料

到店舖管理、商品管理、人員

管理、銷售分析、廠商管理、

訂貨管理、完全模擬目前零售

業店鋪經營型態，使學生了解

如何運用各種管理工具的手

段，提高營業額、提高客單

價、增加獲利能力與提高迴轉

率，進而學習到店長應有之職

責與技能。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5 點「購置與更新商管專

業軟體 3 套」。 

企管系 質性研究軟體 

1.協助老師在質性研究教學

與研究、強化學校教學評

鑑。 

2.讓學生親臨真實市場、訓練

學生邏輯思考，整理文創

DNA。 

3.訓練與分析現象實務。 

4.熟悉學術語言與知識。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5 點「購置與更新商管專

業軟體 3 套」。 



 36 

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企管系 數位攝影機 
配合電子商務、多媒體製作、

微電影製作。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學年量化目標第 7

點「商管學院 3 系提升教

師教學與研究設備」。 

企管系 桌上型電腦  更新 S209A/S209B 電腦教室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量化目標第 5

點「更新商管學院 2 間基

礎實習室」。 

休閒系 桌上型電腦 更新本系電腦教室之設備。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質化目標第 5

點「建置院整合之特色教

學教室」。 

行流系 桌上型電腦 

更新 RFID 實驗賣場設備及

行政辦公使用電腦及教師教

學研究使用。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質化目標第 5

點「建置院整合之特色教

學教室」及 105 學年量化

目標第 7 點「更新及提升

商管學院教師教學與研究

設備」。 

行流系 
作業研究最佳化

建模軟體 

包含圖表編輯功能，可以從圖

控介面(GUI)直接完成圖表，

並允許在圖表介面上修改參

數，並可儲存多筆不同的數

據，執行 Batch Run，以觀察

不同參數下的結果。圖表編輯

工具，除了一般的 2D、3D

圖，也支援 Gantt Chart 和

GIS 的使用包含圖表編輯功

能，可以從圖控介面(GUI)直

接完成圖表，並允許在圖表介

面上修改參數，並可儲存多筆

不同的數據，執行 Batch 

Run，以觀察不同參數下的結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量化目標第 6

點「購置與更新商管專業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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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果。圖表編輯工具，除一般的

2D、3D圖，也支援Gantt Chart 

和 GIS 的使用。 

行流系 零售專家 

依據開店前的規劃與店舖管

理，與商圈原有之環境資訊進

行資料比對，自動產生交易資

料，依據天氣變化及節慶活動

外在環境，了解消費交易資料

到店舖管理、商品管理、人員

管理、銷售分析、廠商管理、

訂貨管理、完全模擬目前零售

業店鋪經營型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量化目標第 6

點「購置與更新商管專業

軟體」。 

財法所 
數位電子看板設

備 

增設電腦影音設備，結合校內

網路環境，隨時公告課程與校

務資訊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財金系 

金融資訊軟體傳

輸與建置/教室廣

播系統/桌上型電

腦 

1.發展兩岸金融業務  

2.做出國際學程之特色  

3.引入大數據軟硬體(資料庫)

進行教學  

4.投資模擬軟體持續建構  

5.重要財金資料庫之建置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及 3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建置具特色之實

習或實驗室」。 

->104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商管學院 
統計分析軟體二

年使用授權 
提供全院師生統計資料分析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內容質化目

標第 2 及 3 點「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教師

研究量能」。 

商管學院 
超短焦互動投影

機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學設施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1 點「改善

教室之ｅ化教學設施」。 

->104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國企系 

英語檢定字彙速

記軟體/專業英文

字彙速記軟體 

透過有效率的線上語言學習

軟體，提供學生課外學習管道 

A2-3 推動英語自主、行動

與全球溝通學習 

->工作計畫 「推動英文能

力普測」。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1 點「提升學生英語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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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學習動機」。 

會資系 
POS 前台交易系

統 

1.POS 系統可自訂多層次傳

輸架構，將各門市、專櫃銷

售資料及排名迅速傳回總

部戰情中心看板，與 ERP

進行無縫整合，大幅減少銷

售分析的運算處理時間，達

到即時掌控門市銷售狀況

之目標。 

2.教學採取多元化學習方

式，培養學生實務問題之實

作與模擬能力，增強學生競

賽獲獎之機會。 

3.提供教學、專題製作、專業

證照輔導培訓等。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點「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會資系 互動式教學系統  

更新實驗室的設備，搭配課程

於教學上充分運用，課餘時間

也開放給學生做專題製作及

專題討論使用。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資管系 
電腦雲端管理系

統 

因應全球行動商務相關職能

已成為未來學生就業的趨

勢，增加行動商務相關的硬體

相關設備。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4 點「建構

校園雲端服務設施。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資管系 桌上型電腦 

1.增加實驗室的設備，搭配課

程於教學上充分運用，課餘

時間也開放給學生做專題

製作及專題討論使用。 

2.添購學生實作資管專題所

需之硬體設備。 

3.加强學生参加校外專題競

賽之能力。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點「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資管系 
Windows 平板電

腦/IPAD Air2 

1.增加實驗室的設備，搭配課

程於教學上充分運用，課餘

時間也開放給學生做專題

製作及專題討論使用。 

2.添購學生實作資管專題所

需之硬體設備。 

3.加强學生参加校外專題競

賽之能力。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點「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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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管資系 

廣播系統/影音串

流系統/E 化平台/

資訊軟體/桌上型

電腦/螢幕顯示器

/ Trends專利檢索

暨分析管理平台

/3D 成型機/跑步

機 

透過相關設備之添購與更

新，提供學生專題製作、老師

產學合作，更優質的環境與設

備，藉以提高績效之產出。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餐旅系 

插盤式冰箱 4 門-

冷凍/插盤式冰箱

4 門-冷藏/單盤雙

門歐式烘焙爐/桌

上型三口霜淇淋

機/數位多媒體播

放器/盆型細切機

/滅菌電解水製造

機 /封口機 /油品

分析儀/超氧離子

殺菌裝置/蔬果清

洗機 

配置於餐旅系專業實作教

室，並搭配課程於教學上充分

運用，除上述所列授課外，課

餘時間也開放給學生及老師

進行餐旅創意研發及輔導競

賽使用。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學年量化目標第 6

點「更新餐旅系與休閒系

實習室 2 間設備」。 

多樂系 

3D動畫毛髮外掛

軟體 /3D 列印機

/60 吋 4K 3D 智

慧型液晶電視/伺

服器 NAS 系統

繪圖晶片卡/  

創作 3D 動畫教學使用，可增

進學生專題製作、競賽作品、

產學合作之績效。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及 3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建置具特色之實

習或實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量

化目標第 3 及 9 點「提升

影像編輯與後製專業設備

1 式」、「提升互動媒體

設計專業設備 1 式」。 

多樂系 

多媒體遊戲機/輕

量型多媒體遊戲

機 

支援市場銷售遊戲之研究與

開發。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2

及 3 點「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提升教師研究能

量」。 

產設系 

3D列印功能原型

機/低階 FDM 3D 

列印機 

使用於產品設計、介面設計及

文創設計等課程，以進行打

樣、使用驗證及後續修正。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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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105 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8 點「改進創意商品化製

作專業設備 1 式」。 

產設系 人因駕駛模擬機 

可以用於汽車介面設計課程

與車用產品相關設計，增進學

生設計之介面可用性。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 學年度量化第 8 點

「改進創意商品化製作專

業設備 1 式」。 

產設系 
桌上型電腦/投影

機 

教師教學課程與課後輔導使

用，可以增進學生參與專題設

計能力及設計競賽與產學合

作之訓練與績效。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量化第 8 點

「改進創意商品化製作專

業設備 1 式」。 

視傳系 
桌上型電腦/企業

型 

1.教師課程教學使用,可增進

專業證照輔導培訓、學生專

題製作、競賽作品、產學合

作之績效。 

2.教師課程教學使用,可增進

專業證照輔導培訓、學生專

題製作、競賽作品、產學合

作之績效(T0811 高階電腦

動畫教室)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 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3 點「提升影像編輯與後

製專業設備 1 式」104 學

年度量化目標第 8 點「精

進影像創意製作(含編輯

與後製)人才專業設備 1

式」。 

資傳系 

專業相機長焦段

鏡頭/輕巧型線性

滑軌組/專業級攝

影用冷光燈組/攝

影用專業收音組/

攝影用鏡頭燈光

組/儲存式錄音設

備 

影視用專業設備，可增進學生

專題製作、競賽作品、產學合

作之績效。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3

點「提升影像編輯與後製

專業設備 1 式」。 

幼保系 

建置鋼琴教室與

器樂教室(生活機

能館) 

建置鋼琴教室與器樂教室，符

合本系發展教保專業課程與

藝術展演學程課程所需。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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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質」。 

高齡學程 
高齡者全人照顧

示範教室 

身歷實境學習居家照顧。 

培養學生對高齡者之同理心。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

質」。 

高齡學程 
高齡回憶錄中心

暨資料中心 

1.建置高齡回憶錄的相關出

版品，以充實本中心的資

料。 

2.透過大量的相關回憶錄資

料及採訪高齡受訪者之攝

影及錄音並拍相關照片

等，能將高齡者資訊和敘述

做完整的紀錄。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

質」。 

高齡學程 
照顧服務專業教

室 

1.照顧服務理論與實務等課

程使用 

2.考照顧服務員證照練習使

用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

質」。  

高齡學程 
高齡休閒教育中

心 

由樂齡大學為基礎，籌劃成立

「呷佰二樂活社」及相關推廣

教育課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

質」。 

應日系 高畫質攝影機 

該設備之設置，除了可以訓練

學生進行一般商務會話之能

力外，透過現場攝影立即投影

在螢幕上，教師可以不在中

斷、不打擾在模擬表演中的同

學，而直接對授課同學進行說

明。也可以利用此軟硬體設備

提供學生模擬面試、模擬商場

接待及模擬商場談判等擬真

環境，以培育學生實務經驗。

此外，此設備亦可用於訓練學

生參加演講及口說相關競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及 3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建置具特色之實

習或實驗室」。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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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賽，爭取獲獎機會。 

應日系 
投影機互動模組

&個人電腦 

該設備之設置，是一種優良的

展演示輔助工具。教師在教學

中或研究生發表過程直接用

手解控白板上直接進行操

控、書寫、或運用其他軟件。

從而減少課堂上因轉換介面

或軟件的真空期及促進學習

過程的連貫性並提升本系研

究生運用多媒體能力。此外，

此設備亦可用於訓練學生參

加演講及口說相關競賽，爭取

獲獎機會。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應英系 
筆記型電腦、投

影機  

加強教師授課、產學合作時的

機動性，亦及強化學生們的學

習報告成果。提升學生外語簡

報能力並且是參加各類演

講、辯論比賽最佳訓練設備。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應英系 
N310電腦語言教

室互動電子白板 

數位式電子白板，強化學生課

程後記憶，記錄不同教學活用

授課活潑性。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應英系 
數位多媒體教學

設施 

增強教師、學生們及外來賓客

對校方系上推廣活動方案的

瞭解，進而連結教師學生賓客

的互動性。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 及 2 點「提升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教務處 

 

4500 流明單槍投

影機/多功能數位

講桌/一般型電腦

第 4 代含 21.5 吋

液晶顯示器(內建

防刮玻璃功能)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學設施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1 點「改善

教室之ｅ化教學設施」。 

->104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計網中心 桌上型電腦(含螢改善電腦教室教學設備，使硬 D2-3持續更新電腦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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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幕) E202 教室 體教學設施符合教師與學生

上課所需，以提升教學品質與

學生學習效果。 

設施 

->工作計畫第 3 點「持續

更新電腦教室及行政用電

腦」。 

->105 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2 點「更新 2 間電腦教室

(E202 及 E401)，主機含

螢幕共 132 組」。 

計網中心 

桌上型電腦(含螢

幕) 

E401 教室 

改善電腦教室教學設備，使硬

體教學設施符合教師與學生

上課所需，以提升教學品質與

學生學習效果。 

D2-3持續更新電腦軟硬體

設施 

->工作計畫第 3 點「持續

更新電腦教室及行政用電

腦」。 

->105 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2 點「更新 2 間電腦教室

(E202 及 E401)，主機含

螢幕共 132 組」。 

計網中心 

電腦教室硬體教

學廣播系統 

(E203、E303) 

改善電腦教室教學廣播系

統，使教學畫面能同步廣播至

學生端不失真。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持續

更新電腦教室及行政用電

腦」。 

->105 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 點「提升教學品質」。 

圖書館 增加圖書館藏 
增購中外文圖書(含電子書)

及視聽資料。 

A6-2強化圖書館功能與服

務 

->工作計畫第 1 點「增加

圖書館館藏資源及設

備」。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2 點「持續增加圖

書資料等資源，充實館

藏」、量化目標第 1 點「圖

書館實體書及電子書增加

1.5 萬冊」。 

學務處 
學生事務及輔導

相關設備 

1.提供更完善設備，以利學生  

社團活動使用。 

2.增加學生參與社團意願。 

3.辦理全校性活動、社團活動 

及社會服務工作設備更加

完善。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及

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 1 點「編列

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備或

器材」。 

->104 及 105 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 1~4 點「充實社團

設備」、「活絡社團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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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設備、「擴大學生參與」、

「提升社團品質」、及量

化目標第 1 點「增購學生

社團各種設備、器材」。 

總務處 

生活機能館普通

教室單槍防盜系

統 

1.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主軸 D

「D3-4 強化校園安全管

理 」 第 1 項：整合及維護

校園消防、求救及監視系

統。 

2.建置生活機能館 36 間普通

教室單槍防盜系統。 

D3-4 強化校園安全管理

->工作計畫第 1 點「整合

及維護校園消防、求救及

監視系統」。 

->105學年度量化指標「確

保校園整體安全」。 

計網中心 CDP 備份系統 

運用獨特的快照與應用程式

感知技術，隨時可以啟用存放

在本地或遠端機房的磁碟複

本，快速復原關鍵的系統和資

料，系統管理員能夠瞬間將遺

失或損毀的資料回復災難發

生前一刻，確保企業永續營

運。 

D3-1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  

->工作計畫第 2 點「持續

推動資訊安全管理制

度」。 

->105 年質化「達到校園

資訊安全目標」。 

計網中心 
網頁應用程式防

火牆 

應用程式防火牆可保護 Web

應用程式免受複雜的攻擊，阻

止線上身份竊取，並防止資料

經由應用程式洩露。 

D3-1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  

->工作計畫第 2 點「持續

推動資訊安全管理制

度」。 

->105 年質化「達到校園

資訊安全目標」。 

學務處衛

保組 

攜帶式自動體外

心臟電擊去顫器

(AED) 

1.依「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 

設備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

定，大專校院為應設置

AED 之公共場所，依教育

部 臺 教 綜 ( 五 ) 字 第

1020107158 號函示辦理。 

2.生活機能館、校安中心與學

生聯合服務處皆為學生大

量出入的場所，且依校內

AED 平均分布考量，生活

機能館地處邊緣理應設置1

台，備緊急救命不時之需。 

D3-4 強化校園安全管理 

->工作計畫第 1 點「整合 

及維護校園消防、求救及

監視系統」。 

->105 年質化目標第 5 點

「確保校園整體安全」。 

總務處 LED 路燈 

1.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主軸 D

「D5-1 落實校園節約能源

政策 」 第 3 項：汰換節能

D5-1落實校園節約能源政

策 

->工作計畫第 3 點「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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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項目 重點 
104-105 學年度 

校務發展計畫連結 

燈具、冷氣與節水設施。 

2.依經濟部 104 年 8 月 13 日

公告之「道路照明管理單位

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進

行水銀路燈汰換。 

3.經現況調查後，本校尚有水

銀路燈須汰換且須於 105

年底前完成，以符合相關法

規規定。 

節能燈具、冷氣與節水設

施」。 

->105學年度量化指標「節

約 能 資 源 使 用 度 數

0.5%」。 

總務處 
生活機能館地下

停車場求救柱 

1.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主軸 D

「D3-4 強化校園安全管

理 」 第 1 項：整合及維護

校園消防、求救及監視系

統。 

2.生活機能館棟地下停車場

共二樓，每層設置二支緊急

求救柱。 

D3-4 強化校園安全管理

->工作計畫第 1 點「整合

及維護校園消防、求救及

監視系統」。 

->105學年度量化指標「確

保校園整體安全」。 

 

(二)經常門經費需求 

經常門經費主要依校務發展計劃，應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藉以改進

本校教師教學品質、增進教學知能及提升教師學術研發能力及支應最近兩年新聘

教師及補發現有教師升等薪資差額部分所需，提升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並增

強行政人員專業能力及服務品質，鼓勵員工進修及研習。 

本校 103 學年度共聘 20 位教師，104 學年度截至 104 年 10 月止新聘 13 位教

師共計 33 位教師 (含教授 4 位、副教授 3 位、助理教授 23 位、副教授級專技人

員 1 位、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 2 位)，除為遞補離職教師缺額外，主要係依各系、

所、中心發展及課程規劃聘用 (詳如經常門支用項目「新聘師資薪資」中之說明)。 

本校秉持嚴謹務實之辦學態度，規劃深具前瞻性之校務發展計畫，期能充分

利用所有資源，俾強化教學品質、提升研究水準與擴大推廣服務，以培育兼具專

業技能與人文素養之務實致用的優秀人才，貢獻社會，協助國家經濟建設。本校

依「教師面」、「學生面」、「課程面」、「永續機制」穩定發展。教學之成效深受各

種軟硬體因素影響。硬體方面包括 (1)師資、(2)圖書儀器設備、(3)校舍空間、(4)

教學設施；軟體方面就是相關的教學規劃與執行。針對學生特質及社會期望，本

校在教學策略上規劃下列事項，以達成提升教學品質、使學生具有專業技能、培

養學生具有國際觀、提升學生人文素養之目標，執行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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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 

   隨著本校規模不斷成長，學校大幅提升師資質量，更新教學與研究設備，改善教

學研究空間，並妥善應用資源，加以整合與維護，使每件儀器設備、每一吋樓地板均

達最大使用率而無所閒置。在妥善財務規劃下，陸續興建學生宿舍、圖書資訊大樓、

教學研究大樓、能源工程館、優活館、校際聯盟商品設計實作工廠、生活機能館、校

際聯盟產業技術暨實習大樓，建構完善的學習與校園生活環境。 

另一方面，本校因應時代潮流及國家發展政策而戮力於落實國際化、資訊化及

前瞻性發展策略，追求創新、卓越、成長，「學術及技術並重」為教育內容。展望

本校今後發展，將秉承優良傳統，發展成為全臺灣科技暨人文教育重鎮，並具國際高

知名度之科技大學，以創新精神、宏觀視野，開創璀璨遠景。因此，本校以嚴謹務實

之辦學態度，規劃具前瞻性之校務發展計畫，期能充分利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與

學校經費資源，強化教學品質、提升研究水準與擴大教學推廣服務，以培育兼具專業

技能與人文素養之務實致用優秀人才，貢獻國家社會，並提供經濟建設發展所需之專

業技術人力。在卓越辦學的基礎下，以特色、創新、深化、永續之精神，持續培育產

業所需之務實致用人才外，亦扮演技職教育燈塔，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開創技職教育

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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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一)各行動方案與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之重點項目如下： 

   ※ 主軸計畫 A  精進教學品質，培育產業需求優質人才 

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基礎面向 A6持續擴
充 改
善 教
學 資
源 

A6-1 

改 善 教
學 硬 體
設備 

1.改善一般教
室之ｅ化教
學設施。 

2.改善各系實
習實驗室設
備。 

3.建置具特色
之實習或實
驗室。 

4.建構校園雲
端 服 務 設
施。 

5.Live DVD

教學資源擴
充。 

1.提升教學品
質。 

2.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3.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 

4.深化 LiveDVD 

對英檢證照
取 得 之 成
效。 

5.建置院整合
之特色教學
教室。 

1. 應 英 系 更 新
N309 多媒體語
言教室設備 1

間。 

2.整合資工系、電
機系、電子系建
置穿戴裝置創
新加值實驗室 1

間。 

3.提升影像編輯
與後製專業設
備 1 式。 

4.建置1間商管學
院全院共用專
業教室。 

5.更新商管學院 2

間基礎實習室。 

6.購置與更新商
管專業軟體 3

套。 

7.更新及提升商
管學院教師教
學與研究設備
10 套。 

8.改進創意商品
化製作專業設
備 1 式。 

9.提升互動媒體
設計專業設備 1

式。 

基礎面向 A6-2 

強 化 圖
書 館 功
能 與 服
務 

1.增加圖書館
館藏資源及
設備。 

2.持續推動館
際合作、資
源共享、聯
合採購等合
作機制。 

3.辦理圖書館
資源利用推

1.促進跨校圖
書館之合作
默契，以利
資源共享。 

2.持續增加圖
書資料等資
源，充實館
藏。 

3.有效的空間
利用，進而

1.圖書館實體書
及電子書增加
1.5 萬冊。 

2.借書次數(含印
刷與電子)達 40

萬冊。 

3.辦理推廣利用
教育活動 30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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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活動。 

4.建置圖書館
空間預約管
理機制。 

5.規劃知識閱
讀空間，增
添書架等圖
書館傢俱設
備。 

節能減碳。 

4.持續圖書館
推廣活動，
提升閱讀風
氣。 

  ※ 主軸計畫 B  強化學輔工作，塑造友善氛圍 

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基礎面向 B2 建立多

元參與，
深耕社團
發展 

B2-2 
活 化 學
生 社 團
活 動 及
落 實 輔
導機制 

1.編列預算購
置學生社團
設 備 或 器
材。 

2.辦理社團嘉
年華招生活
動。 

3.落實社團活
動輔導訪視
機制。 

充實社團設
備，活絡社團
活動，擴大學
生參與，提升
社團品質。 

1.增購學生社團
各種設備、器材
120 萬元。 

2.參與社團學生
人 數 達 6,000
人。 

3.辦理社團輔導
訪視各 1 次。 

基礎面向 B2-3 
經 營 社
團 聯 絡
網 

1.輔導社團學
生共同編撰
社團嘉年華
及社團寶典
手冊。 

2. 持 續 豐 富
My 數位平
台校園社群
各社團網群
內容。 

持續提升 My
數位平台校園
社群各社團網
群內容與雙語
化。 

1.編撰 105學年度
社團嘉年華及
社團寶典手冊
各 1 種。  

2.充實 My 數位平
台校園各社團
網群內容，40％
達雙語化。 

   ※ 主軸計畫 D  建置永續優質環境，營造ｅ化樂活綠色校園 

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
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基礎面向 D2 建構
資訊
化校
園 

D2-2 

提 升 同
仁 資 訊
技能 

1.資訊人員持
續接受專業
技能訓練。 

2.行政人員持
續接受資訊
課程訓練。 

加強電腦技
能，提升資訊
業務處理品
質。 

1.資訊人員接受
資訊專業課程
或派外訓練 11

小時。 

2.行政人員接受
資訊課程訓練
2 小時。 

基礎面向 D2-3 

持 續 更
新 電 腦

1.持續更新電
腦教室及行
政用電腦。 

升級電腦軟硬
體，有效提升
教學品質及行

1.採購 450 萬元
教學用軟體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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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
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軟 硬 體
設施 

2.持續採購教
學用軟體。 

政效能。 2.更新 2 間電腦
教室 (E202 及
E401)，主機含
螢幕共 132組。 

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聯性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中訂定之「精進教學品質」、「提升創新知能」等重點

策略，與獎補助經費經常門預算應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相結合，提

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增進教學知能及學術研究能力及支應最近二年新聘教

師及現有教師升等後補發薪資差額部分所需，藉以改善本校助理教授以上師

資結構，並用以提升行政人員專業能力、服務品質等支用原則相符合，相關

單位為求落實發展計畫，研擬之各項重點策略，亦以本項目標為依歸。 

    (一)經常門支用項目各行動方案與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之重點項目如下： 

※ 主軸計畫 A  精進教學品質，培育產業需求優質人才 

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精進特色 A2強化與
就 業
接 軌
之 課
程 整
合 

A2-3 

推 動 英
語 自
主、行動
與 全 球
溝 通 學
習 

1.推動
LiveDVD

影片英文
自主學習。 

2.執行行政
人員英語
訓練課程。 

3.推動全球
英語納入
課程學習。 

4.發展「南臺
全球英語
測驗」。 

5.推動英文
（含聽說）
能 力 普
測。 

1.提升學生英
語自主學習
動機。 

2.提升學生英
檢 證 照 績
效。 

3.製作、更新
「南臺全球
英語測驗」
題庫。 

4.提升行政人
員英語溝通
能力。 

5.強化學生英
語口語溝通
能力。 

1. 每學期 Live 

DVD使用人數
達 5,800 人。 

2.英檢證照通過
張數較前一年
增加 180 人。 

3.製作「南臺全
球英語測驗」
題庫 500 題。 

4.完成英語訓練
與檢核行政人
員達 20 人。 

5.學生符合英文
能力普測標準
比例：A 組達
70％，B 組達
50％，C 組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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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基礎面向 A3強化教
師 職
能，落
實 績
效 考
核 

A3-1 

精 進 教
師 專 業
成長 

1.辦理教師
專業成長
研習活動。 

2.補助教師
參與國內
外研習及
學術活動。 

3.辦理精進
教師教學
及研究社
群。 

1.精進教師教
學知能，經
由教師社群
成果分享，
促進教師成
立新跨領域
社群。 

2.推動三創校
園，辦理三
創教師專業
成長研習活
動。 

3.結合政府推
動 生 產 力
4.0，辦理生
產力 4.0 教
師專業成長
研習活動。 

1.辦理 45場教師
專業成長研習
活動。 

2.完成 25個教師
社群之運作。 

3.補助教師參與
國 內 外 研 習
110 人次。 

4.教師已參與社
群 比 率 達
86%。 

5.補助教師進修
或升等 30 人。 

精進特色 A3-2 

強 化 教
師 實 務
能力 

1.深化教師
企業研習。 

2.辦理教師
證 照 培
訓，鼓勵教
師取得專
業證照。 

3.補助教師
參與國內
外公民營
機構研習
活動。 

4.聘任具業
界實務業
務經驗之
師資。 

1.編撰教師研
習成果實務
教材。 

2.持續推動教
師企業深耕
服務。 

3.持續推動教
師 多 元 升
等。 

1.140 位教師參
與 企 業 研 習
(含深度及廣
度)。 

2.教師取得 50張
專業證照。  

3.選送 2 位教師
企 業 深 耕 服
務。 

4.新聘具業界實
務經驗之教師
至少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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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基礎面向  A3-3 

落 實 教
師 績 效
考核、推
動 教 師
多 元 升
等 

1.落實產學
導向化之
教師評鑑
機制。 

2.落實教學
與產學績
優教師申
請升等機
制。 

3. 獎助教師
編纂教材
及製作教
具。 

4.遴選教學
優 良 教
師，並辦理
經驗交流。 

5.辦理服務
優良、研究
優良教師
獎勵。 

6.推動教師
教學知能
認證。 

7.辦理教師
多元升等。 

1.持續推動教
學與產學績
優教師申請
升等。 

2.持續深化教
師 教 學 量
能，確保教
學品質。 

3.深化教師全
力 投 入 教
學、研究、
產學合作及
服務。 

1.遴選 29位教學
優良教師、 9

位服務優良教
師。 

2.獎勵研發成果
優良教師 40

人。 

3.獎助教師編纂
教材及製作教
具 78 案。 

4.獎勵發表期刊
論文 110 件。 

5.以教學實務成
果或產學合作
績優教師申請
升等至少 4人。 

精進特色 A4增進學
生 實
務 能
力 

A4-2 

推 動 競
賽 導 向
之 實 務
專 題 製
作 

1.持續推動
師生參與
全國性各
項競賽。 

2.補助學生
專題製作
材料費及
競賽差旅
費。 

3.獎勵教師
指導學生
或個人參
與競賽。 

1.培養學生團
隊精神與抗
壓力。 

2.鼓勵教師形
成跨領域團
隊，指導學
生參與國內
外競賽。 

1.學生專題競賽
獲 獎 件 數 達
670 件。 

2.獎勵教師指導
學生或個人參
與競賽 380人。 

3.持續辦理校慶
專題製作競賽
暨優秀專題成
果展。 

 



 52 

※ 主軸計畫 B  強化學輔工作，塑造友善氛圍 

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精進特色 B2 建立多

元 參
與，深
耕 社
團 發
展 

B2-1 
整 合 社
團 結 合
服 務 學
習 活
動，擴大
國 內 外
志 工 服
務參與 

1.結合社區
辦理社團
服務學習
實作活動。 

2.擴大國內
志工服務
參與。 

3.籌組國際
志工服務
團隊於暑
假赴海外
服務。 

1.輔導發揮社
團特質，參
與假日營隊
服務及社區
服務。 

2.提升社團服
務能量，積
極參與社會
回饋。 

3.擴大國際志
工服務規模
及 服 務 國
家，協助政
府推動國民
外交。 

1.辦理假日營隊 8
梯次，社區服務
活動 16 梯次。 

2.社團學生參與
國內志工服務
1,500 人次。 

3.社團學生參與
國際志工服務
14 人；兩岸學生
相互參訪志工
團 18 人。 

4.辦理結合境外
學生，參與帶動
中小學志工 10
人。 

基礎面向  B2-2 
活 化 學
生 社 團
活 動 及
落 實 輔
導機制 

1.編列預算
購置學生
社團設備
或器材。 

2.辦理社團
嘉年華招
生活動。 

3.落實社團
活動輔導
訪視機制。 

充實社團設
備，活絡社團
活動，擴大學
生參與，提升
社團品質。 

1.增購學生社團
各種設備、器材
120 萬元。 

2.參與社團學生
人 數 達 6,000
人。 

3.辦理社團輔導
訪視各 1 次。 

基礎面向 B2-3 
經 營 社
團 聯 絡
網 

1.輔導社團
學生共同
編撰社團
嘉年華及
社團寶典
手冊。 

2.持續豐富
My 數位平
台校園社
群各社團
網群內容。 

持續提升 My
數位平台校園
社群各社團網
群內容與雙語
化。 

1.編撰 105學年度
社團嘉年華及
社團寶典手冊
各 1 種。  

2.充實 My 數位平
台校園各社團
網群內容，40％
達雙語化。 

※ 主軸計畫 C  厚植研發能量，促進產學合作 

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基礎面向  C1-2 

強化研發
績效考核
與獎懲制
度 

1.實施學術
關鍵績效
指標評比
及獎懲。 

2.推動教師

1.深化學術單
位 KPI 評比
管控。 

2.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針

教師研究及產學
合作獎勵金 27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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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研 究 計
畫、研發成
果獎勵與
管控。 

3.落實執行
研究中心
進/退場機
制。 

對教師研究
及產學合作
進行獎勵與
管控。 

3.持續落實研
究中心進/退
場機制。 

基礎面向 C4-4 

加強研發
成果宣傳
推廣及回
饋機制 

1.持續辦理
研發成果
展與競賽
活動。 

2.製作「研發
成果手冊」
與「專利成
果手冊」。 

3.擴展多元
技 轉 管
道，協助教
師技轉媒
合。 

4.鼓勵教師
積極尋求
技轉商機。 

1.協助研發成
果參加相關
競 賽 及 活
動，增加曝
光率，以促
進技轉媒合
機會，提升
產學績效。 

2.會同智慧財
產管理公司
與專利事務
所協助專利
技轉媒合合
作。 

1.參加台北國際
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 

2.參加 2場教育部
與其它政府單
位主辦之研發
成果展。 

3.自辦 1場專利與
研發成果展。 

4.自辦 1場專利研
發成果加值競
賽。 

※ 主軸計畫 D  建置永續優質環境，營造ｅ化樂活綠色校園 

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基礎面向 D2建構資
訊 化
校園 

D2-2 

提 升 同
仁 資 訊
技能 

3.資 訊 人 員
持續接受
專業技能
訓練。 

4.行 政 人 員
持續接受
資訊課程
訓練。 

加強電腦技
能，提升資訊
業務處理品
質。 

1.資訊人員接受
資訊專業課程
或派外訓練 11

小時。 

2.行政人員接受
資訊課程訓練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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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軸計畫 E  提升學校聲望，建立國際品牌 

基礎面向/ 
精進特色 

校務發展 
子計畫 

2 學年度工作計畫 
預期成效/目標 

105 學年度 

名稱 內容 質化 量化 

基礎面向 E3 建立國
際 化
校 園
環境 

E3-4 
拓 展 師
生 國 際
觀 

1.舉辦國際
藝術文化
節活動。 

2.舉辦異國
文化與認
識世界講
座。 

促進校園多元
文化融合，提
升學生國際視
野。 

1.舉辦國際藝術文
化節活動 1 場。 

2.舉辦國際週演講
活動 4 場。 

基礎面向 E5 擴大國
際學術
交流 

E5-2 
參 與 國
際 學 術
交 流 活
動 

1.持續參加
亞太大學
交流會、臺
灣與東南
亞暨南亞
大學校長
論壇、各類
教育展等
活動。 

2.持續推動
參加 IEET 
工程及科
技教育認
證 、
AACSB 、
ACCSB 
等國際教
育認證研
習活動。 

3.鼓勵師生
參與國際
研討會、國
際競賽等
專業學術
活動。 

1.提升師生國
際多元文化
認知。 

2.提升學校國
際知名度。 

1.參加國際教育展
1 次。 

2.參與國際學術交
流相關會議與活
動教師達 270 人
次。 

3.參加國際教育認
證研習活動 3
次。 

參、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說明校內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如何產生) 

本校年度預算，由各學術單位及行政單位依校務發展計畫及發展特色及策

略，編列年度預算，並召開學術單位及行政單位預算審查會議初審，經校務會議

及董事會議審查通過後，函報教育部備查。年度預算經費來源為學校經費及外部

資源(補助及受贈、產學、推廣等收入)，分配原則係依KPI績效指標、學生人數基

本指標及計畫爭取三構面計算，且須與校務發展計畫結合，除可兼顧系所發展外，

亦從積極面鼓勵單位/系所對外爭取績效。 



 55 

105年度本校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共計新臺幣74,597,259元，另本校自籌

款計新臺幣10,151,224元，占總獎補助經費13.61%，合計總經費為新臺幣84,748,483

元。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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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共分為資本門及經常門二大項目，其分配比例為資本門及經常門各占70%及30%，

故資本門經費為新臺幣52,218,081元，經常門經費為新臺幣22,379,178元 (以上均不

含本校自籌款)。各細項分配情形如下： 

  (一)經費分配比例 

   1.獎補助款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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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門及經常門各占獎勵補助款總預算70%及30%。 

  2.自籌款 

 依據教育部規定須自籌獎補助經費之10%以上為自籌款。本校經專責小組會

議決議為配合獎補助款之運用，發揮其功能，依據此獎補助額度本校配合自

籌款為10,151,224元，占獎補助款13.61%。以提升教學成效及發展本校之重

點特色、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需求。 

(二)資本門經費分配 

1.規劃單位 

本校資本門經費規劃單位包括各學院、各系、圖書館、會計室、總務處、學

務處、計網中心、研究發展處、教務處、通識中心等，而由會計室彙整提報

專責小組會議。 

2.程序 

建立各單位發展重點與特色，教學單位必須依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之發展策

及系(所)“發展特色與重點”，配合年度預算，訂定年度計畫重點，編列各項

預算，逐年實施。 

3.原則 

各系提報之設備需先經院整合，除屬教學必要之設備外，需註明與單位發

展計畫及學校發展重點特色整合關係，再經專責小組會議決議後辦理。原

則上必須為教學設備、學校重點特色整合及單位發展重點之設備，才列入

獎補助經費資本門設備之申請。且因為教育部獎補助款金額未定，因此各

院之設備需輪流排序，以使經費能分配至各院，而非集中於某特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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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 (不含本校自籌款) 

A.資本門： 

(1)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約占資本門經費80.01% 

由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納入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後，由各學術單位予

以執行。優先運用於各學術單位依發展所需之教學設備增購，及本校校務

發展計畫之重點計畫。 

(2)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約占資本門11.39% 

主要用於中西文圖書、期刊等之充實，由本校圖書館依各教學單位需求，

統一編列採購，並負責執行本項業務。 

(3)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約占資本門經費3.83% 

用於增購訓輔設備，充實學生社團之設施，此項業務則由本校課外活動組

負責規劃執行。 

(4)其他：約占資本門經費4.76% 

加強辦理全面採用省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安全設備、環保廢棄物處理、

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綠化等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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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經常門： 

1.本項經費由本校人事室、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產學處、教學發展中心 

及圖書館共同運用，並由權責單位負責規劃，議訂各細項之分配比例，並經

專責規劃小組會議決議各項金額後納入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中。 

2.由各權責單位依相關辦法以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予以嚴格審查及執行，

茲將各單位負責業務臚列如下： 

(1)人事室：充實師資、提升師資素質及改善師資結構；獎勵教師論文發表、

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競賽、改進教學、補助教師進修、參與國內研習、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鼓勵教師升等及補助校內各單位舉辦學術活動，

藉以提升教師專業學術能力及教學品質；鼓勵行政人員進修、提升業務相

關之專業能力、提升服務品質，參加研習及在職訓練之獎補助等業務。 

(2)教務處：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申請等業務，提升教學品質，並增

強學生國際化能力，設有全英語授課課程。 

(3)研究發展處、產學處：產學研究計畫及建教合作案；各項教師研發、提升

教師研發能力、專利及技術轉移之獎勵及參加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要點等

獎勵業務。 

(4)教學發展中心：每年度依預算經費辦理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公開表揚

並頒發獎金與獎牌(狀)獎勵教學優良教師。 

(5)學務處：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之運作及補助學生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等。 

(6)圖書館：電子期刊之訂閱藉以提升教師研發能力。 

(7)其他行政單位：除人事室定期辦理行政人員之研習外，本校其他行政單位

就其相關業務亦積極辦理有關行政人員之研習，如計網中心定期辦理提升

行政人員有關資訊安全、個資保護相關之研討會及語言中心定期開設英語

研習班以提升行政人員之國際化等。 

  3.規劃經常門各項目分配使用金額與比例如下：(不含本校自籌款) 

經常門規劃使用項目之經費分配與比例 (如經常門支用項目比例圖)，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部分計新台幣15,300,000元，約占經常門經費68.37 ％；補助新

聘教師薪資部分計新台幣5,022,779元，約占經常門經費 23.28％；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及進修部分計新台幣550,000元，約占經常門經費 2.55％；學生事

務及輔導相關經費部分計新台幣600,000元，約占經常門經費2.78％；改善教學

之相關物品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計新台幣100,000元，約占經常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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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0.46 ％。 

 

 

二、資本門設備取得與管理方法 

    1.經費支用計畫規劃與管考機制：經費動支管考與依據-資本門 

 

A.本校在擬定 104 年度各項儀器設備支用計畫時，首先需由各系各實驗(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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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或各系專任教師提出需求，再經各系「儀器設備採購與管理委員

會」開會，最後再考量各項設備之迫切性及經費額度後，初步決定採購本

年度欲採購之儀器設備項目、數量與優先順序。初步定案的儀器設備採購

計畫將公佈給每位老師知悉，再於系務會議時提請討論通過後定案，並推

派代表參與專責小組。 

B.專責小組依各系提報支用計劃 (包含儀器設備及師資需求)，配合學校整體發

展規劃而決定本年度資本門及經常門之採購項目及優先序，作為執行時之

依據。 

2.經費支用計畫之變更： 

在年度期間，若遇到下列事況時，需先由各系「儀器設備採購與管理委員會」

開會討論送系務會議通過後再送專責小組會議審核後始可變更原定之採購計

畫。 

(1)採購儀器設備之數量變更。 

(2)採購儀器設備之規格變更。 

(3)採購儀器設備之優先順序變更。 

(4)原預定採購儀器設備擬取消採購。 

(5)需增購重要性之儀器設備。 

(6)受經費額度限制、部份儀器設備需作調整。 

3.採購執行： 

依據本校財物暨設備採購辦法執行。採購案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1)各申請人，就業務需求詳細填妥「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單」，經單位主管核

章後，依本校「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單」流程辦理。 

(2)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所辦理之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

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根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並應受該機關之

監督。 

(3)採購案件如係本校自籌款或特殊狀況，經校長或授權人簽核後，得依循政

府採購法精神及原則由採購單位辦理。 

(4)小額採購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 取得三家估價單 (1 萬元以下，以取得一

家為原則) 辦理比價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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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臺幣 10 萬元(含)以上至 100 萬元以下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三條

及其子法 (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辦理。 

(6)新臺幣 100 萬元(含)以上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十九條辦理。 

(7)財務及工程採購為新臺幣 5千萬元(含)以上、勞務採購為新臺幣 1千萬元(含)

以上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十二、十九條辦理。 

(8)單位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採購。 

(9)緊急修繕及採購： 

本校師生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如颱風、地震等以及公

務所需，需緊急採購之事項，得經由校長或授權人簽核後，逕行辦理採購。 

(10)採購金額達新臺幣伍拾萬元以上者，均須簽訂採購合約；會計科目如編列

為機械儀器設備、土地改良物及建築物等之採購項目，其合約另須增訂保

固金之約定。另金額在伍拾萬元以下、拾萬元(含)以上者則訂定採購簡約，

約定交貨日期、保固、罰則等事宜。 

 

 4.本經費支用計畫之管理事宜： 

  (1)採購儀器設備作業流程管理事宜： 

A.由各系提出需求的老師儘速提出採購申請，填妥請購單並於用途欄註明計

劃名稱、優先序 (附設備規格說明)。 

B.由系主任核對採購計畫並簽章後，送總務處事務組依學校採購核決程序辦

理 採購事宜。 

C.經採購單位完成採購事宜後，各系需於驗收時由採購申請人與系主任詳細

核對是否與規格相符，才得以完成驗收程序。 

D.完成驗收程序後，儘速編列入各相關實驗(習)室財產，並依各實驗室管理

規則妥善使用保管。 

 (2)儀器設備採購後之管理事宜： 

  A.各系每學期需填寫『儀器設備統計表』，並配合總務處保管組辦理清點工作。 

  B.使用該設備時需填寫實驗(習)室日誌及儀器設備使用登記簿。 

  C.負責老師需定時檢視儀器設備使用登記簿及定時維修保養該項設備，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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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最佳使用狀態。遇有設備故障時，應儘速填寫修繕單，並連絡維修

廠商蒞校檢修該項設備。 

  D.易產生毒性氣體之實驗則安排在排煙櫃中進行，其管理方式則明訂實驗室

守則，由任課教師督導學生遵守安全規定，以及執行實驗室化學藥品之安

全管理。 

  E.其餘實驗(習)室管理注意事項，依各實驗(習)室之管理使用規則辦理。 

三、本校教師甄選、聘用及相關獎助、管理規章： 

1.本校在教師甄選、聘用方面具有下列特色 

 (1)本校擬新聘師資時，均先刊登於本校網頁或人力銀行透過全球網路公告此訊

息。 

 (2)為提升國際視野及開拓國際交流，優先甄選具有國外博士畢業學歷之教師，

其資格均先依教育部公佈認定合格學校名單篩選、再依該校在該國大學排行

榜名次為依據。 

 (3)著眼技職體系所重教師理論與實務經歷結合，新聘教師以具備業界實務經驗

或擁有乙級以上技術證照者，擇優做為聘用認定標準。 

 (4)本校各系 (所、中心) 甄選新進教師，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及本校「教師聘任暨

升等辦法」或「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要點」辦理，並均經系、院教評會初選、

複選，再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聘用。 

 (5)各系、所、中心均能依人力需求，順利聘妥教師。 

2.訂定相關獎助及管理規章 

           行政單位為配合學術單位之需求，以務實之行動方案，全力支援學術單

位之發展，如教務處及教學發展中心為提升教學品質、改進教學，及增進學

生學習知能，訂有「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執行要點」及「南臺科技

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獎勵措施；研發處及產學處為提升教師

之研發能力、促進產學合作及實務經驗訂定「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

要點」、「南臺科技大學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經費補助要點」及「教師研究及

產學合作獎勵辦法」等辦法；人事室為改善師資結構與提升師質素質、獎助

教師教學、研究、進修、升等及研習等，訂有「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要

點」、「教師國內進修博、碩士實施辦法」、「教師出國學術研究辦法」、「教師

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競賽獎勵辦法」及「使用教育部獎補助款舉辦學術活動

經費補助要點」、「教師參與國內研習活動補助要點」……等多項獎補助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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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各項相關獎補助辦法詳列於下，並簡略概述其相關內容。 

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使用教育部

獎補助之原

則 

南臺科技大學

運用教育部獎

補助款獎助要

點 

1.明定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之使用原則與規範。 

2.秉持獎補助普遍化原則，訂定除聘用教師薪資

及教師升等改敘之薪資差額外，每位教師每

年獲得教育部獎補助金額最高為三十五萬元

整，每位行政人員每年最高為六萬元整。 

一、編纂教

材及製作教

具 

南臺科技大學

獎助教師編篡

教材及製作教

具執行要點 

1.鼓勵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以提升教學品

質，凡本校專任教師具有下列各項成果，均可

申請獎助： 

(1)編纂教材: 

A.教科書 (自編及翻譯均)：須載明為本校教

師所著，內容適用大專用書並已申請 ISBN

公開發行。 

B.自製教材 (含自製講義、上課投影片、及

教學網站)：教材必須已經上網。 

(2)製作教具：設計及製作教學教具及教學軟

體。 

2. 申請前項各款獎助應符合下列條件： 

(1)以在申請日期前一學年度內已出版或完成

者為限。 

(2)同一門課程最多只能申請編纂教材及製作

教具各一件作品。同一件作品 (不分新版或

修正版) 只能申請一次。 

(3)申請案必須實際用於教學者。 

(4)不曾接受本校其他單位發給相同性質之獎

補助金者。 

3. 審查委員會由校內委員 7 人及校外委員 2 人

組成，教務長與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由教務處、各院及通識中心推

薦，提請校長遴聘。 

4. 申請獎助者須經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於每年 10 月 5 日前送交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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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彙整，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 

5.獎助金額： 

(1)依據申請案件之品質、產生之效益、申請人貢

獻度決定獎助金額。 

(2)教科書申請案每案獎助上限為新台幣 2 萬元。 

(3)獲得教育部審查通過認證之數位教材申請案

獎助新台幣 10 萬元。 

(4)自製教材依據教師投入精神、物力及效益為衡

量標準，每案最高獎助以新台幣 5 萬元為限。

將申請案分成 A、B、C、D 四級。A 級教材：

每件給予 5 萬元獎助；B 級教材：每件給予 3

萬 5 千元獎助；C 級教材：每件給予 1 萬 5

千元萬元獎助；D 級教材：每件給予 5 千元獎

助。 

(5)教具製作 (含自製教學軟體) 依據教師投入

精神、物力及效益為衡量標準，每案最高獎

助以新台幣 5 萬元為限。將申請案分成 A、B、

C 三級。A 級教具：每件給予 5 萬元獎助；B

級教具：每件給予 3 萬 5 千元萬元獎助；C 級

教具：每件給予 1 萬 5 千元萬元獎助。 

(6)每位教師在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含自製教學

軟體）兩項之獲獎助金額合計不得超過 10 萬

元。 

二、改進教學 南臺科技大學

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與獎勵辦

法 

1. 獎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教學上的努力

與貢獻。 

2. 教學優良教師獎項、名額及獎金如下：教學

特優獎：名額 3 名，獎金 8 萬元。教學優良

獎：名額 3 名，獎金 6 萬元。教學甲等獎：

名額 9 名，獎金 3 萬元。榮譽教學優良教師

獎：獎金 5 萬元。 

3. 教學優良教師之作業程序及相關規定如下： 

4. 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各系級單位提出申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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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所屬系級單位教評會審議向院級推薦，送教

學發展中心彙整提送遴選委員會，教學發展

中心將遴選委員會遴選結果報請校長核定後

公告。 

5.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由校內委員 9 人及

校外委員 3 人組成。 

南臺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取得

專業證照暨輔

導考照獎勵辦

法 

1.配合政府建立證照制度，以提升產業技能；並

培養教職員工專業實務能力，增加競爭力。 

2.可申請獎勵之證照種類、獎勵額度及相關規範

如下： 

甲級(或相當級別)技術士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考獎助新台幣 8,000 元  

乙級(或相當級別)技術士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普考獎助新台幣 2,000 元 

丙級(或相當級別)技術士獎助新台幣  1,000 

元。 

國際性專業認證獎助考照報名費之 60% ，但

以 10,000 元為上限。 

未檢附報名費收據正本，得依網路公告報 名費

之 60%核定補助，但以 1,000 元為上限。 

3.國際性資訊專業認證需經本校國際認證考試

中心認可之國際性資訊證照。  

4.其他國際性資訊專業證照，由本校計網中心認

可者，仍可申請。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個人或指

導學生參與競

賽獎勵要點 

1.提升教師改進教學，推動本校教師個人或指導

學生參與全國性以上競賽活動，提高本校學

術、體育與專題實務製作水準。 

2.獎勵金之金額依參加競賽之獲獎獎金而定，原

則如下： 

(1)國內競賽在同一次競賽中，每位教師指導的

獲獎隊伍，最多獎勵三隊。 

(2)若獲獎獎金低於 1.5 萬元時，發給和獲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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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金相同金額的獎勵金。 

(3)若獲獎獎金介於 1.5 萬元(含)至 3 萬元時，

發給獎勵金 1.5 萬元。 

(4)若獲獎獎金介於 3 萬元(含)至 4 萬元時，發

給獎勵金 2 萬元。 

(5)若獲獎獎金在 4 萬元(含)以上時，獎勵金為

獲獎獎金的一半，但最高不得超過 15 萬

元。 

3. 參加競賽僅獲頒獎狀，並未獲頒獎金及獎品

者，其獎勵標準如下： 

(1)國內競賽獲前三名獎項或等同前三名者，發

給獎勵金 5 千元。 

(2)國際競賽或國際發明展得獎者：金牌獎發給

5 萬元、銀牌獎發給 3 萬元、銅牌獎發給 2

萬元。 

國際競賽應有參賽國家至少七個國家(含地

區)以上，未達前述規定之國家(含地區)數

者，發給獎勵金 5 千元。 

國際發明展係指「本校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

補助辦法」規定之發明展。 

(3)其他經簽奉 校長核定補助或自費參加之發

明展，其獎金則減半發給。 

4. 參加競賽未獲頒獎金，但主辦單位提供機

票、食宿等招待學生赴國外參訪者，發給獎

勵金 2 萬元。 

5. 每年四月底及十月底前院級單位將申請資料

送人事室彙整，再提交校教評會審查。審查結果

由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核發。 

南臺科技大學

排課及教師授

課鐘點實施要

點 

國際學院及全英語學程之課程，除華語課程外，

必須全程以英語授課。其餘欲以全英語授課之課

程，必須考量必要性及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接受

度，且大學部以開授選修課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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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除國際學院及全英語學程外，欲以全英語授課之

教師需於開課前提出申請，敘明以全英語授課之

必要性，並經系 (所、學位學程) 主任、院長及

教務長核可。  

各系 (所、學位學程) 經評估認為有必要以全英

語授課之課程，得由系 (所、學位學程) 主任主

動提出，並經院長及教務長核可。  

專任教師教授經核可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其鐘點

費以 1.5 倍計算。 

南臺科技大學

國際技藝能競

賽補助要點 

1.鼓勵師生參加國際技藝能競賽，促進熟練專業

技術，拓展國際視野 

2.獎勵對象:本校在學學生或專任教師，且以本校

名義代表出國參加競賽或出席受獎活動。 

3.每年十一月底前提出申請，審查委員會由學術

副校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各學院院長、通

識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組成之，由學術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究發展處處長為執行秘

書。 

4.補助競賽、展覽、演出、或出席受獎費用為原

則，補助項目包含差旅費、報名費、攤位費、

翻譯費或作品運費等。每年補助總金額以200

萬元為原則。 

三、研究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研究及產

學合作獎勵辦

法 

鼓勵教師積極投入研究工作與參與產學合作，提 

高研發能力。 

1.研究計畫： 

包括科技部會核定之一般性及專題研究計畫、

以及其他中央部會機關之專業性學術研究計

畫。計畫未編列研究主持費者，每一年期計畫

發給獎助金二萬元。 

2.科技部或教育部之產學合作計畫： 

包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先導型、應用型、

開發型）、以及教育部產業園區計畫，每一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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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計畫發給獎助金三萬元，最高不可超過管理費。 

產學研究計畫案每案給予該計畫所收之管理

費，視計畫總經費給予計畫主持人不同管理費

比例之獎勵金，如下表： 

計畫總金額 
核撥管理費

之比例 

5 萬元(含)至 50 萬元(不含) 20% 

50 萬元(含)至 100 萬元(不

含) 
35% 

100 萬元(含)至(以上) 50% 

企業產學合作案同時再配

合簽署技術移轉案總經費

在 5 萬元(含)以上 

30% 

3.教師指導學生執行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於計畫結案後，每件計畫發給獎勵金額 3

千元，本項獎勵金每人每年不超過 6 千元。 

4.計畫案每年受理申請一次，經三級教評會審議 

後核發。 

南臺科技大學

提升教師研發

能量經費補助

要點 

 

1.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研究，培植並提升教師研發 

能量，以達全面提升學校研究之競爭力。 

 2.審查小組由學術副校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各

學院院長、通識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會計

室主任組成之。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究

發展處處長為執行秘書。 

必要時得邀請產業或專家學者列席指導。 

3.申請方式： 

每年11月30日前，申請人提出研究計畫書，送

各系、院主管審查並簽註意見，通過者再送審

查委員會審議。 

4.補助項目及金額 

(1)國際學術研究：每人每年最高補助25萬元；

補助天數以不超過30天為原則 (以暑假出國



 68 

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為原則)；應於申請後之次年9月30日前執行

完畢。 

(2)國內學術研究：每案補助不超過10萬元。 

(3)研發成果加值：每案補助不超過15萬元。 

5.每年補助總金額以 350 萬元為上限。 

南臺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成果

及技術移轉管

理要點 

1.為有效管理運用本校所屬單位及人員之研究

發展成果，並鼓勵創新及提升研究水準取得專

利證書後，發明人須配合本校參加校內外相關

展覽。 

2.專利申請送審取得核准證書後，發明人得於參

展前提出獎助申請： 

a.限制級距： 

 (1)限制：每人每年度獎助件數至多 6 件，且金

額上限為壹拾萬元。  

 (2)級距：分 4 仟、6 仟、8 仟、1 萬、1 萬 5 千、

2 萬、3 萬和 4 萬元等八級。 

b.審查簽核： 

 (1)審查：由研發處長於本會委員中擇定審查委

員 7 名，擇期召開會議，進行展品獎

助審查。 

 (2)簽核：獎助級距須於展品會議通過後，送校

長核定、撥款。 

3.本會應聘審查專家 46 名，其中工學院 27 名、

商管學院 9 名、人文社會學院 3 名，通識中心

3 名，數位設計學院 4 名，由各院推薦後呈校

長核定，另得商請 1 至 2 名校外產業或專利專

家列席指導，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異動時

由原推薦單位簽辦遞補之。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出國學術

研究辦法 

1.教師出國學術研究期間，保留其原職，並照支

薪津及出國所需飛機票及書籍費，上限為 10

萬元整，由教育部獎補助經費項目下支出。 

  為執行學校相關重點政策，由學校派出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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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簽請校長後依教育部公費留學博士後研究人

員生活費標準酌發給生活費。 

2.各類出國人員須向各系  (所、中心) 提出申

請，經系、院級教評會初審通過後，於每年六

月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送人事室，提報校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 

四、研習 

(參加國內

外研習、研

討會) 

南臺科技大學

專任教師出席

國際會議補助

要點 

1. 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氣，增進教師與國際學

術界之交流，並藉出席國際會議發表重要研究

成果，以提高本校之學術地位及聲譽。 

2. 申請案由人事室彙整，經審查小組審查與核定

後執行。審查小組由行政副校長、教務長、各

學院院長、通識中心主任、會計主任及人事室

主任組成，每月定期召開審查會議，由行政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 

3. 需先向政府或有關學術機構申請補助而未獲

補助、獲補助不夠者方得申請本項補助 (於專

題計畫案已核定出國經費者，同意免再函請該

機關申請補助)，每案視其重要性及路途遠

近，得向學校申請補助，最高補助標準如下： 

(1)歐美地區 3 萬元。 

(2)紐澳、非洲、中東、印度 2 萬 5 千元。 

(3)日本 1 萬 6 千元。 

(4)韓國、新加坡 1 萬 2 千元。 

(5)港澳 6 千元。 

(6)其他地區 1 萬元。 

(7)在國內舉行之國際會議補助依國內研習標

準核發。 

4. 同一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申請補助案之

補助總額，每年最高補助 3 萬元整。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參與國內

研習活動補助

1.為增進教師專業能力，精進教學技能，以提升

教學品質。 

2.補助項目為參與研習報名費、註冊費、交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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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要點 膳宿費等差旅費。 

3.證照類之研習活動以補助一半為原則，但執行 

業務所需之証照則不受限制。 

4.每位專任教師每年至多以補助 2 萬元為限。 

5.配合政策奉派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之教師，不受

第二條補助金額及次數之規範，專案補助差旅

費等相關費用。 

6.申請案由人事室彙整，經審查小組審查與核定

後執行。 

7.審查小組由行政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中心主任、會計主任及人事室主任組

成，每月定期召開審查會議，由行政副校長擔

任召集人。 

南臺科技大學

教職員公差公

假 處 理 辦 法 

教師參加校外研習活動及行政人員參加與業務

相關之研習活動，依規定可支給差旅膳雜費。 

四、研習     

(自辦研討會) 

南臺科技大學

使用教育部獎

補助款舉辦學

術活動經費補

助要點 

1.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增進教學知能及提

升學術研究能力，鼓勵各單位辦理學術活動。 

2.設置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學術活動審查委員

會，由學術副校長、研發處處長、院長、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及人事室主任為委

員組成之，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

任為執行秘書。 

3.每年 10 月底前，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及圖

書館等應將下年度系所擬辦理之學術活動計

畫書及編列經費預算 (須先經會計室審核通

過) 彙整送人事室，提學術活動審查委員會審

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並於教育部核定獎補

助款後始得動支執行。 

4.補助項目包括講座鐘點費、主持費、講義費、

印刷費、膳宿、國內外差旅交通費、工讀費、

雜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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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5.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而經費仍不足者，得

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應。 

五、進修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國內進修

博、碩士實施辦

法 

1.為提高師資素質，促進學術研究風氣，加強教

學效果。 

2.教師進修國內博士、碩士學位，進修教師於就

讀期間得申請補助學雜費 (不含學分費)，申請

補助每學期以新台幣 2萬元為上限，補助兩年。 

3.每年九月三十日及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申

請，並經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簽

請校長核定。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辦理留職

停薪出國進修

博、碩士實施辦

法 

1.為提高師資素質，鼓勵教師研究風氣。 

2.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在本校服務滿二年(含)以

上，且服務成績優良者或某系所或領域極需培

植之教師或專業人才，經校長特別核准者，得

提出升請。 

3.提出申請者經系、院級教評會初審通過後，送

人事室提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

後辦理留職停薪。 

4.每名補助新台幣 12 萬至 20 萬元整；機票補助

款以第一年來回經濟艙機票面額核實給付。 

  若申請到國外名校可再申請優異獎助款 25 萬

元。 

六、著作 

(期刊論文)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研究及產

學合作獎勵辦

法 

1.鼓勵教師積極投入研究工作，以提高研發能

力。 

2.訂定期刊論文分成 A、B、C、D 四級，各級給

予 1 萬 5 仟元至 5 萬元不同的獎助金。 

申請人非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時，每

篇發給獎助金 3 仟元。 

期刊論文獎助每人每年獲得之金額不得超過

15 萬元。 

每年 9 月底前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議

後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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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七、升等送審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聘任暨升

等評審辦法 

1.本校教師之聘任及升等，分三級審查。 

2.系教評會就本校各級專任教師依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規定符合升等條件，擬提出專門著作

(含學位論文或技術報告) 升等送審及新聘專

任教師之各項學經歷、學位論文及參考著

作、教學等相關資料進行初審，並經院教評

會複審，院教評會將複審結果相關資料交至

人事室，依本校「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要

點」之規定，聘請六位校外學者、專家進行

著作校外審查，著作審查結果連同複審結果

由人事室提送校教評會進行審議。 

3. 校教評會依複審資料及著作校外審查結果進

行決審，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4. 著作審查費用，每位審查委員之費用新台幣 2

仟元至 5 仟元。 

5. 現任教師升等送審，經審核通過後，本校皆

自年資起算日期升等改聘並追溯其相關薪資

薪資－如本薪、學術研究費、及補發授課基

本鐘點數、超支鐘點費等差額。 

南臺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敍薪

辦法 

1.教職員工薪級之核敘，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薪級分 36 級。 

2.本校初任教師，以自最低級起敘為原則；曾任

與現職等級相當之學校教 師、公立行政機關、

研究機構或私人機構 (以教育部所頒「大專學

校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

提敘薪級原則」為準) 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

得提敘一級，但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3.本校教職員薪資皆比照教育部標準核發。 

4.教師、職員及工友均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 

附註 南臺科技大學

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 

1.教師評審委員會職掌如下： 

(1)審議本校關於教師聘任、升等、解聘、學術

研究 (含進修)、延長服務等事項單行規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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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項目

類別說明 
依據辦法 摘要說明 

審議。 

(2)評審有關教師之新聘、改聘、不續聘、延長

服務、解聘、停聘、資遣等事項。 

(3)評審有關教師之教學、研究發明、學術論

著、服務貢獻暨升等等事項。 

(4)評審有關教師參加國內外進修事項。 

(5)評審有關教師違反性別平等法，經本校性別

平等委員會調查屬實者及重大獎懲事項。 

(6)評審有關教師評鑑事項。 

(7)其他依法令應行評審事項。 

2.本委員會置委員 17 至 25 人，成員如下： 

(1)當然委員：由校長、行政副校長、學術副校

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擔任。 

(2)行公開選舉專任副教授職級以上一人擔任

之，各學院 (含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教師人

數每超過七十五人時，得再增加一人。但具

教授職級之委員不得少於總人數的三分之

二。各學院 (含通識教育中心) 並各推選候

補委員二人。 

3.人事主任不得為委員。選任委員及未兼行政或

董事之委員不得低於全部委員二分之一；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因本

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者，不在此限。 

3.積極鼓勵行政人員參加與業務相關之在職訓練、研習及進修，以提升行政團隊

工作效能、專業素養及服務品質，訂有下列獎勵辦法： 

行政人員  

進修研習 

南臺科技大學

職工進修訓練

要點 

1.鼓勵本校編制內行政人員 (含助教、技工友) 參

加在職訓練、研習及進修，以增進工作知能，

進而提升行政效能。 

2.學位進修班或學分班者，每學期得申請獎助學

雜費三分之一，但不得超過 1 萬 5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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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每學期不定期舉辦語言、資訊相關研習、

公文攥寫、提升服務品質等課程並視需要規劃

辦理校外研習。 

4.研習獎補助項目含材料費、鐘點費、報名費、

交通費、膳宿費、雜費等。  

南臺科技大學

職員留職停薪

出國進修博士

實施辦法 

1.增進職員服務品質並提高工作士氣，鼓勵職員

進修。 

2.每年四月底提職工人評會審議通過後，簽報校

長核准者。 

3.補助款每名新台幣 12 萬至 20 萬元整；機票補

助款以第一年來回經濟艙機票面額核實給付。

若申請到國外名校可再申請優異獎助款 20 萬

元。 

 申請總金額以不超過新台幣 40 萬元為限。 

4.每年九月三十日前由申請人向單位主管提出申

請，經人事室及會計室初審，陳請校長核准。 

肆、以往執行成效 

一、最近三年 (102~104 年度或 101~103 學年度) 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

形。 

1.學校制訂各項獎勵辦法，使教師在改進教學上，直接反映在指導學生參加各

類競賽獲獎件數 (詳如附表 1)、學生證照之取得大幅提升 (詳如附表 2)。 

(附表 1) 101~103 學年度競賽獲獎件數 

學年度 101 102 103 

獲獎件數 656 698 805 

(附表 2)101~103 學年度學生各類證照之取得 

學年度 101 102 103 

通過件數 9,022 9,701 10,833 

2.由於教師努力改善教學，因此反應在老師教學滿意度調查 101-103 學年度均

高達八成以上， 2009~2015 連續七年 Cheers 雜誌公佈為企業最愛私立技職

校院第一名。 

本校教學反應調查問卷主要反映教師在教學上是否落實學生能力培養。 (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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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 3 及圖 1)  

(附表 3) 101-103 學年度調查顯示落實學生能力培養達 83 分以上 

學年度 101 102 103 

平均分數 83.2 83.6 84.65 

3.學校對教師專業素養極度重視，故積極鼓勵教師從事研究，提升教師專業研

發能力，在專利、發明、產學研究計畫、產學合作及教師論文發表等量能表

現逐年提升。 (如圖 2、圖 3) 

4.本校積極有效運用教育部對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除鼓

勵教師從事研究、產學計畫，教師發表論文給予獎勵，並配合教育部推動教

師多元升等機制，鼓勵教師教師可利用研究計畫、發表論文、產學計畫、專

利、教學等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提出升等送審，從 101 至 103 學年度之助理

教授占現有師資比例從 83.10％成長至 86.31％，在改善師資結構上，已可看

出其成效。 (如圖 4) 

 

(圖 1) 學生能力培養分數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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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專利通過件數逐年上升 

 

 

 

 

 

(圖 3) 研究及產學計畫金額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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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助理教授以上比例師資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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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 2 年 (103~104) 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電腦週邊含桌上型及筆記型電腦、液晶螢幕、印表機等；電子化教學設備含電

子黑板、電動螢幕、單槍投影機、數位照相機及錄影機等) 

(一)104 年度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項目名稱 數量 單位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T0708 電腦設備升級 

電腦設備提升套件 
60 台  720,000 多樂系 

互動式投影機 2 台  120,000 幼保系 

平板電腦 8 台  304,000  企管系 

平板電腦 30 台  467,280  行流系 

平板電腦 9 台  140,184  資管系 

平板電腦 1 台  53,678  資管系 

平板電腦 3 台  65,700  資管系 

平板電腦 6 台  95,946  資管系 

投影機 3 台  80,700  商管學院 

投影機 1 台  18,900  資管系 

個人電腦 1 台  17,510  資管系 

桌上型電腦 2 台  54,080  幼保系 

桌上型電腦 11 套  264,000  光電系 

桌上型電腦 4 套  140,000  光電系 

桌上型電腦 11 台  273,680  多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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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數量 單位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桌上型電腦 25 組  412,500  會資系 

桌上型電腦 65 套  1,326,975  資工系 

桌上型電腦 6 台  150,642  資管系 

桌上型電腦 51 台  1,374,195  資管系 

桌上型電腦 31 套  744,000  電機系 

桌上型電腦 7 部  280,000  電機系 

桌上型電腦 18 套  437,400  電機系 

桌上型電腦 135 套  4,233,870  語言中心 

桌上型電腦 5 組  140,000  餐旅管理系 

桌上型電腦 26 台  677,040  應英系 

桌上型電腦 2 台  124,000  多樂系 

桌上型電腦 53 台  1,272,000  商管學院 

專業級 3D 攝影機 2 組  220,000  資傳系 

專業級 HD XDcam 4K

攝影機組 
2 組  310,000  資傳系 

液晶顯示器 2 部  100,000  應英系 

筆記型電腦 6 台  210,000  多樂系 

筆記型電腦 6 台  172,068  行流系 

筆記型電腦 2 台  103,800  資管系 

筆記型電腦 1 台  47,000  資管系 

筆記型電腦 1 台  27,719  資管系 

筆記型電腦 6 台  198,294  資管系 

筆記型電腦 6 台  198,000  管資系 

筆記型電腦 4 台  151,600  管資系 

筆記型電腦  3 部  92,961  幼保系 

(二)103 年度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數量及經費統計 

項目名稱 數量 單位 預估總價 使用單位 

數位攝影機 2 臺  74,000 餐旅系 

桌上型電腦 66 臺  1,911,756 計網中心 

桌上型電腦 65 臺  1,666,275 語言中心 

桌上型電腦 58 組  1,335,276 應日系 

桌上型電腦 43 臺  915,900 電機系 

桌上型電腦 65 臺  1,430,000 資工系 

桌上型電腦 61 臺  1,606,252 資訊傳播系 

桌上型電腦 63 套  1,404,900 電子系 



 79 

桌上型電腦 65 套  1,974,375 電子系 

桌上型電腦 37 組  889,110 應英系 

桌上型電腦 33 臺  742,500 財金系 

桌上型電腦 65 臺  1,737,775 會資系 

筆記型電腦 18 臺  388,800 企管系 

筆記型電腦 28 臺  774,116 資管系 

電子白板 2 套  100,000 行流系 

數位單眼相機 2 臺  62,000 餐旅系 

桌上型電腦 40 臺  720,000 行流系 

桌上型電腦 17 臺  351,900 管資系 

桌上型電腦 51 套  1,259,139 國企系 

桌上型電腦 61 臺  1,964,112 企管系 

三、最近 3 年已建立之學校特色： 

    本校各系所的發展建置共用的設備與實習室，各系所資本門設備增購之

規劃以「全學院各系所共同運用」、「教學優先」為策略要點，並以：(1)提升

學生專業證照能力、(2)提升學生競賽能力與(3)提升產學合作能量，來考量資

本門設備增購之規劃，以讓建置的設備與實習室能夠發揮最大效益。 

 工學院近三年建置特色： 

(一)機械系 

1.教學方面：協助學生考取汽車修護乙級證照,每年至少 20 人以上。 

2.使用課程名稱/開課班級/修課人數： 

 (1)數控工具機/四技自控二甲、二乙/每學期約 120 人。 

(2)電工學或電路學/四技自控、奈米二年級/每學期約 240 人。 

(3)車輛綜合檢修實務（一）（二）/四技車輛三甲/每學期約 60 人。 

(4)車輛綜合檢修實務（一）（二）/四技車輛三乙/每學期約 60 人。 

(5)高等診斷技術/車輛四甲乙合班/50 人。 

(6)汽車高等診斷技術/進修部車輛四甲班/40 人。 

 (二)電子系 

1.建置智慧電子特色之實驗室 (含物聯網、穿戴式系統)，主要在強化技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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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具智慧電子系統實作之技能以及提升其系統驗證之能力。 

2.上述設備也在 103~104 年度期間衍生與笙泉科技之產學合作計畫與技轉，共

約 250 萬元。 

 (三)電機系 

1.採購數位示波器、直流電源供應器、函數/任意波形產生器、電腦等基礎實

驗儀器，可以培育學大學部學生實作能力，將來成為產業所需的人才。 

2.設計生產力 4.0 實驗，強化技職學生培養具生產力 4.0 實作之技能以及提升

其系統驗證之能力，以充分發揮產業加值的預期效益。 

3.建置電力電子實驗室，此實驗室有 200 人修課， 103~104 年度衍生之產學

合作計畫，共約 200 萬元。 

 (四)資工系 

1.建置智慧家庭實驗室，強化學生行動裝置程式設計之能力及提升其實務專題

之技能。 

2.上述設備於 103 學年度衍生與艾克夏公司之技轉案，約 450 萬元。 

 (五)化材系 

1. 建置化工丙級技術士檢定場所,主要是強化技職學生化工製程實作技能，

103 及 104 年度共培訓約 2000 人次。 

2. 上述設備於 103 及 104 年度衍生與南紡、律勝…等公司之產學合作計畫與

技轉，共約 300 萬元。 

 (六)生技系 

1.藉由提升產學合作能量建立產品功能性評估技術平台、發酵工程暨試量產技

術平台，提高老師爭取產學合作能量。 

2.所建置之設備，近三年每年都有衍生 30 件以上的產學合作案，協助廠商進

行產品開發與產品功能性評估；為提升學生實作能力，未來將新增實作實

驗課程 (儀器分析實驗課程) 藉由實際操作儀器，提高學生就業競爭能力。 

 (七)除以上各系建置設施外，本院在此項績效優異，近三年學生競賽表現優異， 

分別如下所示。學生競賽獲獎：101 學年度 329 件、102 學年度 290 件、103

學年度 39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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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院在教育部獎補助款的運用上，以「大學部」之教學為主，「研究所」之

教學以及師生之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為輔，因此，每年皆規劃大部分的經費

作為支援各系購置共同性設備供師生使用。對研究之產出以及帶領學生進行

產學合作所需之設備，也會分配適當經費給予補助。在教育部獎補助款長期

補助下，師生之研究計畫與論文產出都有不錯的成果，近三年之績效，如下

所示。 

政府部會計畫 (含科技部專題、各類政府計畫)：101 年度 132 件、102 年度

137 件、103 年度 126 件。 

產學合作計畫 (含技轉)：101 年度 192 件、102 年度 162 件、103 年度 199 件。 

期刊論文：101 年度約 276 篇、102 學年度 300 篇、103 年度 295 篇。  

商管學院近三年建置特色： 

(一)企管系 

1.建構一個電腦專業證照培育實驗室 (S309)，並成立 IC3 與 ACA 國際認 

證中心，每年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資訊證照將近 350 張，提高學生的就業

能力。 

2.建構了企業經營模擬實習室 (S209A)，提供了一個經營模擬的環境，以

分組競賽的方式，刺激學生綜合運用各項所學的管理知識，爭取競賽的

勝利及磨練經營決策的技能，加強適應職場工作的能力。 

3.每年參加校內外三創競賽，獲獎 20 件以上。 

(二)休閒系 

1.特色發展重點放在旅遊服務、活動規劃與會展產業三大主軸，已和雲嘉

南風景管理處及臺南市政府建立密切合作的管道，已成為公部門在大臺

南地區觀光休閒領域之重要合作夥伴。 

2.提升產學合作能量，自 100 年至今，已承接 20 件產學合作，總經費達

200 萬元。 

(三)行流系 

1.成立眼動儀分析實驗室，進行賣場顧客行為觀察與分析，已產出 3 件產

學合作，總經費達 37 萬元。導入公司與賣場經營管理軟體，持續針對賣

場之經營管理與商務應用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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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 100 年至今，已承接 20 件產學合作，總經費達 350 萬元。 

(四)國企系 

1.以國際貿易發展主軸，近年來利用獎補助款增強國際商務實驗室、國際

貿易模擬實驗室、多媒體語言教室的設備，並且強化學生的語言訓練。 

2.參加國內外英文商展與創業競賽成果豐碩，獲獎 20 件以上，102 年更勇

奪在蒙古舉行之 2013 ECOPRENEUR 國際綠色創業競賽的金牌。 

(五)會資系 

1.以建立創新之企業資源規劃、建立創新之商業智慧應用研究與供應鏈金

融為三大主軸發展，協助全院各系 ERP 系統之建立，並主動輔導學生取

得 ERP 與 BI 專業證照。 

2.連續三年獲得 ERP 軟體應用師認證的推廣特優獎。 

(六)財金系 

1.以提升學生實務模擬運作維持與精進、提升雲端輔助教師教學能力與精

進學生新財金軟體運用軟體之能力為發展方向，並提生之就業力與競賽

力，在 100 年大專盃期權 PK 賽團體賽第二名，獎金 20 萬元。 

2.與會資系合作供應鏈金融之推廣與產學合作，已建置一間供應鏈金融實

習室，並為金融研訓院之各種證照考場教室，每年協助學生取得專業金

融證照將近 200 張，更為大臺南地區金融從業人員考訓之中心。 

(七)資管系與管資系 

1.藉由電腦硬體設備的提升，增進教學效能與專題製作水準，並建立資訊

專業證照考試教室，積極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提升就業力。 

2.成立 TQC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與專案管理證照考試教室，每年協助學

生取得專業證照將近 180 張，管資系成立 MOS 證照考試教室，每年協助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將近 400 張。 

3.藉由電腦硬體設備的提升，提升指導學生的效能與教師之論文及實作產

出。 

(八)餐旅系 

 以提升學生技能檢定能力之設備規劃為主，已建置烘焙乙丙級、調酒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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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檢定、中餐乙丙級、西餐技能檢定、餐服技術士丙級檢定教室，每年

均承辦勞委會南部地區烘焙乙丙級、調酒、中餐乙丙級技能檢定考試。 

(九)除以上各系建置設施外，學院亦已完成 S404 企業電子金流實驗室、L309

企業營運體驗教室，二間全院共用專業教室。 

上述購置之設備也廣泛運用於產學合作案以及學生參與競賽等，也產生非

常好的績效。例如本學院 99-101 年的產學案已經超過 370 件以上，總金額

也超過 4,400 萬元，投入產學合作之教師已超 68 位，達到全院教師的四成

以上。另外，在競賽也表現非凡，99-101 年間每年競賽之獲獎件數都超過

100 件以上，已有相當不錯的績效。我們在創建一個創意，創新，創業的

學習環境做了許多努力，本院學生與其他學院所組成的跨系競賽團隊連續

在 2010 和 2011 年獲得戰國策校園創業競賽創業組的第一名，更勇奪 2013 

ECOPRENEUR 國際綠色創業競賽的金牌。我們的團隊已是國內創意、創

新與創業競賽大獎的常客，足見本院在相關設備之支援下已經逐步建立非

常好的成效以及長遠的優異風氣。 

數位設計學院近三年建置特色： 

(一)資傳系 

1.教學特色發展重點著重於學生影片創作實務、後製影視製作等，目前已

有三組團隊學生獲得公視短片競賽製作入選，每組學生除了獲得補助 60

萬製作材料費，完成之作品更能播放電視公開平台。 

2.學生近三年參賽獲獎件數更是逐年提升，104 年獲得第二屆大學生電影

節為電影第一名、第 17 屆金傳獎電視類最佳攝影獎及行銷類第二名等優

異獎項。 

(二)視傳系 

1.在教學上，促進學生專題設計之商業性價值及市場可行性，支援學生能

實際空間體驗以達教學研究成效，並能夠提供學生有良好的空間測量之

概念，對於課堂作業的實作能有相當大的助益。 

2.產學合作上，能針對空間規劃設計、展示設計、周邊商品設計等其他設

計之開發更加精準、完整，並配合各項計畫執行，能具體協助廠商完成

調查與周邊周邊商品設計，並能有效提升產學專案執行量能，縮短包裝

設計測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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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樂系 

1.已成立大型遊樂、遊戲開發、數位特效人培室、數位教材等人培室，與

企業合作在校設置研發分部，以「做中學」的概念，藉由執行實際專案

培訓企業儲備人才。 

2.在數位特效領域，師生技術水準更獲得業界肯定，吸引知名企業與本校

合作，包含太極影音、英雄電影公司等知名公司。近三年已完成魏德聖

導演監製之「賽德克 巴萊」、「天下嘉農 KANO」，以及蔡岳勳導演執導

之「痞子英雄 II」、「愛琳娜」等多部電影特效與畫面。  

(四)產設系 

1.即時使用者行為分析裝置運用於人機互動與設計實驗室，此設備在教學

方面運用在人因設計課程第三章-視覺，在課程上教授眼睛構造與視覺知

覺的過程，透過眼動儀讓學生能更容易理解眼動的情況，也即一些視覺

行為。 

2.設備特別適合支援行為科學相關課程，實驗室於 102 年成立至今，已承

接 5 件產學合作，總經費達 200 萬元。另外，購置全彩 3D 成型機運用

於數位自造原型設計研究室，在學生教學上能提升學生作品模型精緻

化，並支援學生參與校外各項競賽創作之需，104 年更獲得育秀盃創意

獎工業設計類金獎及 2015 新一代設計展工藝設計類 金點新秀設計獎最

大獎，104 學年度預計成立 3D 列印輸出服務平台。 

人文學院近三年建置特色： 

(一)應英系 

 建置 N406 電腦教室，提升教師教學及學生訓練口說表演成效，例如 104

年萬能盃全國技專校院英文網路自拍秀比賽榮獲佳作。N306、N307 電腦

教室提升學生對數位化的課程應用，以對未來實務上活用。例如：1.104

年東南科技大學提舉辦「全國英語字彙大考驗」由朱珊慧老師帶領學生

們獲得佳作成績。2.全國大專英語書評比賽獲得特優獎成績。3.靜宜盃全

國英語歌唱比賽獲得特優獎成績。 

(二)應日系 

 建置 N408 日本商務教室，訓練學生進行一般商務會話之能力外，透過現

場攝影立即投影在螢幕上，教師可以不在中斷、不打擾在模擬表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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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而直接對授課同學進行說明。也可以利用此軟硬體設備提供學生

模擬面試、模擬商場接待及模擬商場談判等擬真環境，以培育學生實務

經驗。此外，此設備亦可用於訓練學生參加演講及口說相關競賽，爭取

獲獎機會。應日系自 101 學年度起學生參賽至少獲得 42 個獎項。 

伍、預期成效 

一、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請詳填附表一至十) 

二、預期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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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門方面  

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工學院 
MATLAB 數值

運算軟體 
650,000 

可使學生在高階科技運算語言能力上，達

成管理程式碼、互動式工具能進行重複的

開發、設計和問題解決、畫圖功能(可繪製

2-D, 3-D, 動畫等)、圖形編輯、能處理複

雜的設計，將大型模型分割為多個檔案，

且每個檔案都是一個獨立的模型等相關

能力。 

化材系 
顯微鏡與數位

影像系統 
170,000 

1.維持大學部化學技術實習課程之正常授

課與培養學生實作能力。 

2.也利用教學空檔時支援學生專題製作與

碩士生之論文研究等。 

化材系 流變儀 1,900,000 

1.可讓學生藉由流變儀之操作了解高分子

流體之流變行為。 

2.可增進學生專題製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化材系 

加熱變形/衛氏

軟化溫度試驗

機 

270,000 

材料的分析與檢測技術的教學，使學生 2

畢業能成為工廠中的分析檢測工程師為

本系教育目標之一。透過新購設備的訓

練，可使本系畢業生在此項分析技術能與

業界接軌。同時，本項儀器設備也可支援

研究高分子材料的教師於開發新材料時

的物性分析，增加新材料研發後的使用範

圍。 

生技系 
迷你垂直式電

泳槽 
18,500 

生物化學實習及分子生物學實習課程

用。生子生物學實驗課程-蛋白質體跑膠設

備。 

生技系 
細胞低速離心

機 
35,000 

教師教學硬體設備改善，加強學生學習能

力，提高學生未來畢業後就業機會。 

生技系 
高效能液相層

析儀 
950,000 

協助學生透過儀器分析課程，學習到課程

教學與實際操作上的連結及分析後的數

據及圖表之判讀。進一步訓練業界所需要

的品管、品保及儀器分析人員。 

協助學生透過儀器分析課程，學習到課程

教學與實際操作上的連結及分析後的數

據及圖表之判讀。進一步訓練業界所需要

的品管、品保及儀器分析人員。 

生技系 中壓純化系統 450,000 

生技系 
HPLC 四組溶

液 梯度 裝置 
95,000 1.增加產學合作級技術服務機會。2.碩士

生研究論文指導。3.提升生技保健產品開

發能力。4.增加學生對設備的使用知識。 生技系 
HPLC 六通道

溶液 除氣裝置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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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生技系 Rotor 轉子 100,000 

生技系 分光光度計 260,000 

協助學生透過儀器分析課程，學習到課程

教學與實際操作上的連結及分析後的數

據及圖表之判讀。進一步訓練業界所需要

的品管、品保及儀器分析人員。 

生技系 電源供應器 40,000 

協助學生透過分子生物學實驗課程，學習

到課程教學與實際操作上的連結及結果

分析後的判讀。進一步訓練業界所需要的

蛋白質體研究分析人員。 

光電系 

雷射應用實驗

訓練模組  

光學自動對焦

抬頭顯示系統

開發平台 

太陽能訓練實

驗設備 

桌上型電腦 

3D 列印機 

雷射光束分析

儀 

雷射光譜與實

驗套件 

雷射應用實驗

訓練模組 

2,057,198 

臺灣廠商目前在產業發展中最常遇到的

瓶頸，就是技術人才的不足。本實驗可以

培育學大學部學生，將來成為產業所需的

人才；另外，藉由研討會的舉辦，協助參

與廠商進行一般人才的培訓與研發人才

的培養，可以有效地進行交流討論、技術

合作、課程訓練等等方式，充分發揮產業

加值的預期效益。 

資工系 
雲端網路技術

與應用 
1,983,435 

協助學生能透過高速電腦及雲端伺服

器，結合各式行動裝置，運用雲端科技的

概念，具體實現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的概念，進行網路專業人才

培訓，發展雲端服務創新加值。預期可培

育學生包含程式設計能力、強化專題製

作、專業證照輔導培訓，進而提升學生資

訊雲端網路與行動應用之最新技能與發

展。 

電子系 系統設計軟體 90,000 

透過軟體進行圖形化的程式設計語法，能

夠幫助學生實踐構想、縮短測試時間，提

升教學品質。 

電子系 訊號擷取系統 400,000 

此設備可提升穿戴式電子團隊、聯網電子

團隊、智慧製造團隊之研發量能，並且可

用來爭取衍生性的產學合作案與科技部

跨領域研究案。 

電子系 教學廣播系統 170,000 改善實習實驗室設備，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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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電子系 

數位訊號處理

及單晶片訊號

量測系統平台 

嵌入式系統

Android 開發板 

智慧家庭模擬

實驗平台 

智慧照明實驗

開發平台 

1,497,000 

藉由相關設備之運用，將訓練學生使用各

項物聯網實驗平台，並於平台端開發相關

之應用軟體模組及於物聯網的教學實

驗、競賽、小規模應用開發、展示等便於

學生熟悉和掌握物聯網技術的原理和實

際應用。 

電機系 

數位示波器、直

流電源供應

器、函數/任意

波形產生器、電

腦等基礎實驗

儀器 

1,013,680 改善實習實驗室設備，提升教學品質。 

電機系 
生產力 4.0 教學

及實驗儀器 
1,330,000 

藉由相關設備之運用，將訓練學生使用各

項生產力 4.0 實驗平台，並於平台端開發

相關之應用軟體模組及於生產力 4.0 的教

學實驗、競賽、小規模應用開發、展示等

便於學生熟悉和掌握生產力 4.0 技術的原

理和實際應用。 

機械系 

SoftLathe V5 

CNC 虛擬(VR)

控制器模擬軟

體 

270,000 
提供學生於數控工具機課程上機前之程

式模擬、校驗。 

機械系 
掌上型汽車修

護示波器 
116,000 

認識各種不同車種引擎、底盤與電系所用

感測器之作動原理及控制方法。引入汽車

故障診斷及排除技術，並教授引擎及底盤

之檢修等實務技能。 

機械系 車輛診斷儀 2,100,000 

學生透過診斷器的協助，能學習到現代汽

車之結構、運作理論的知識，及提升其對

汽車的診斷、檢測、維修的能力並具備汽

車修護廠規劃與管理的專門知識，以為汽

車工程及管理之專業人才。 

機械系 

NX CAM 電腦

輔助製造軟體

升級 9.0 版 

210,000 

參與課程之同學將能有效利用該軟體進

行刀具路徑之編輯，同時對所學之軟體在

畢業後即可順利接軌。 

機械系 

LabVIEW 程式

語言軟體(最新

版) 

266,438 

可強化學生程式語言的撰寫能力，提升有

關自動控制與量測方面各課程的教學品

質，也可應用於大學生的專題實作，教師

相關研究主題的研發，提升學生的實務能

力與教師的研究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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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機械系 

鋰電池充放電

機(包含測試軟

體，線材及電

腦) 

100,000 

1.培養學生實際電化學量測之能力。 

2.培養學生對於新能源設備製作之能力。 

3.實際量化：學生參加能源相關競賽及申

請大專生專題計畫。 

4.增加 3C 產業對於能源及動力電池之評

估產學案。 

機械系 機車診斷儀器 50,000 

1.目前台灣市場機車產品均為電腦噴射系

統，欲進行各項測試均需擷取車用電腦

內之各項資訊，使用 V-70 通用型診斷

儀器材可滿足測試需求。 

2.讀取車用電腦內部各項感知器數值並記

錄。 

3.檢測故障碼與消除故障碼。 

4.檢測含氧感知器波形。 

5.對應台灣機車市場主流廠牌產品診斷功

能。 

機械系 
感測教學實驗

設備 
290,000 

本課程是自動化的重要基礎課程，適自動

化與車輛動機相關學生修習，感測元件無

論是運用在醫學檢測、環境監控、智慧型

家電、汽車安全或自動控制系統，皆可以

找到其應用例。本課程主要目的使學生瞭

解各種感測器的理論與應用，培養感測器

的基本觀念與技能，瞭解各類感測器架

構，並能針對不同的場所與目的，正確的

使用感測器來進行量測。內容包括：機械

感測器、光學感測器、磁訊號感測器、熱

感測器與化學感測器等。採用的教材整合

了包括歐美、大陸與臺灣相關的教材。其

中歐美與大陸教材較偏重學理介紹，臺灣

的教材則較針對感測電路分析與製作，各

有優缺點。在課程內容還設計了實習單

元，讓學生能真正看到感測元件與其相關

應用電路。 

機械系 桌上型球磨機 32,500 強化研究中心功能，強化永續經營。針對

奈米中心所需要之科技部或產學計畫的

奈米粉體樣品製作  

 強化研究中心功能，強化永續經營漠

視。針對奈米中心所需要之科技部或產學

計畫的奈米粉體樣品製作  

機械系 真空烘箱 33,000 

機械系 塗佈機(含括刀) 132,000 

推動競賽導向之務實專題製作：1.培養學

生實際電化學量測之能力；2.培養學生對

於新能源設備製作之能力；3.實際量化:學

生參加能源相關競賽及申請大專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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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計畫。 

企管系 

人力資源管理

套裝軟體
(HRM) 

250,000 提供人力資源學程教師教學。 

企管系 質性研究軟體 28,000 提供教學研究使用。 

企管系 零售專家 220,000 
提供：1.教師教學；2.產攜班課程/實習職

前訓練。 

企管系 數位攝影機 38,000 

1.教學使用(品牌推廣/廣告學/品牌策略行

銷)。 

2.學生參與競賽。 

企管系 桌上型電腦 1,903,914 

更新 S209A/S209B 電腦教室達到使用年

限的舊設備，提高電腦教學的成效，進而

提升對學生電腦證照考照的支援。 

休閒系 桌上型電腦 1,489,600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可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之效能。此外，電腦設備為本系積極推動

專業證照輔導培訓之必備的教學設備。 

行流系 桌上型電腦 811,890 
建置 T215 RFID 實驗賣場設備，以及行政

辦公使用及教師研究用電腦。 

行流系 
作業研究最佳

化建模軟體 
198,000 建置 T214 模擬實驗室，教師教學使用模

擬軟體，學生專題製作及專題競賽使用。 
行流系 零售專家 200,000 

財法所 
數位電子看板

設備 
120,000 

增設電腦影音設備，結合校內網路環境，

隨時公告課程與校務資訊。 

財金系 
金融資訊軟體

傳輸與建置 
270,000 

1.培養兩岸服貿協議下之國際財經人才。 

2.培養國際學生財金能力。 

3.培養本系學生考取相關國際證照。 

4.培養學生實務操作能力。 

財金系 桌上型電腦 234,000 

建置 S409與 S401應用實驗室與教師研究

室，主要用途包含教學、研究、專題製作、

專業證照輔導培訓等。 

商管學院 
統計分析軟體

二年使用授權 
1,400,000 提供全院師生統計資料分析。 

商管學院 
超短焦互動投

影機 
32,215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學設施。 

國企系 
英語檢定字彙

速記軟體 
100,000 

1.教師上課使定教材。 

2.學生自修使用。 
國企系 

專業英文字彙

速記軟體 
100,000 

會資系 
POS 前台交易

系統 
250,000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 ,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合作之績效。 

會資系 
互動式教學系

統  
200,000 

藉由即時互動式教學系統的輔助 讓學生

觀摩同儕的實際操作 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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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資管系 
電腦雲端管理

系統 
370,000 

增加 L405,L406,L310 電腦實驗室設備，提

升老師教學品質，提高學生學習能力。 

資管系 桌上型電腦 214,312 
增加學生製作專題設備，提升專題製作品

質，提高學生學習能力，並參加競賽提高

得獎率。 

資管系 IPAD Air2 197,100 

資管系 
Windows 平板

電腦 
129,528 

資管系 伺服器 500,000 大數據分析人才培訓之硬體設備。 

管資系 廣播系統 260,000 

D303 及 D301 電腦教室，大學部資訊課程

教學使用，提高學生學習效果、強化教學

之設備。 

管資系 影音串流系統 123,100 

供大學部資訊課程教學使用(D301 電腦教

室)，提高學生學習效果、強化教學之設

備。 

管資系 E 化平台 300,000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強化教學之設備。 

管資系 資訊軟體 136,000 

提供學生實習有關微電影處理、網路廣告

等課程使用，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厚實產

學合作、競賽之品質。 

管資系 桌上型電腦 240,000 

增加學生製作專題設備，提升專題製作品

質，提高學生學習能力，並參加競賽提高

得獎率。 

管資系 

Trends 專利檢

索暨分析管理

平台 

100,000 

提升學生專利分析的能力，強化智慧財產

權管理能力。產品可用於科技產業分析、

經營策略管理、技術預測與評估、電子商

務經營模式管理等。 

管資系 3D 成型機 160,000 

用於 P405 電子化經營管理實習室，透過

列印如紙一樣薄的層創造專業品質和高

解析度的原型和複雜的模型。作品表面光

滑無需打磨，為驗證和展示提供真實的原

型和模型，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模式，將其

所學採取多元化製作方式，應用於實務問

題之研究與探討，且亦可藉以提升學生資

訊科技的應用能力、競賽獲獎之機會。 

餐旅系 
插盤式冰箱 4

門-冷凍 
180,000 

用於本系烘焙學與實習、基礎烘焙製作等

課程使用，輔導學生參加比賽及研發歐式

麵包，並指導學生做相關研究。  

餐旅系 
插盤式冰箱 4

門-冷藏 
110,000 

餐旅系 
單盤雙門歐式

烘焙爐 
350,000 

餐旅系 
桌上型三口霜

淇淋機 
399,992 

飲料與吧檯管理或飲料製備等課程材料

製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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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餐旅系 
數位多媒體播

放器 
60,000 

運用於系學會及本系餐旅週活動及各類

宴會活動並結合餐旅督導課程等各類活

動辦理時使用。 

餐旅系 盆型細切機 50,000 
用於本系中餐實習課程、基礎烹調課程研

發設計，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餐旅系 
滅菌電解水製

造機 
90,600 

用於實作課程器具之殺菌消毒，提高衛生

安全。  

餐旅系 封口機 35,000 
用於飲料製備等飲料調製相關課程，飲品

製作封口用。  

餐旅系 油品分析儀 32,000 
用於本系餐飲衛生安全, 營養學,感官品

評等課程教學實習用。  

餐旅系 
超氧離子殺菌

裝置 
60,000 

配合本系專業課程於調酒、中餐烹調、西

餐烹調、烘焙實習等實作課程於示範教室

食材殺菌保鮮使用。 

餐旅系 蔬果清洗機 120,000 

配合本系專業課程於調酒、中餐烹調、西

餐烹調實作課程於實作教室食材殺菌保

鮮使用。 

多樂系 

3D 動畫毛髮外

掛軟體/3D 列印

機/60 吋 4K 3D

智慧型液晶電

視/伺服器 NAS 

系統繪圖晶片

卡/  

1,108,640 
創作 3D 動畫教學使用，可增進學生專題

製作、競賽作品、產學合作之績效。 

多樂系 

多媒體遊戲機/

輕量型多媒體

遊戲機 

170,000 支援市場銷售遊戲之研究與開發。 

資傳系 

專業相機長焦

段鏡頭/輕巧型

線性滑軌組/專

業級攝影用冷

光燈組/攝影用

專業收音組/攝

影用鏡頭燈光

組/儲存式錄音

設備 

680,900 
影視用專業設備，可增進學生專題製作、

競賽作品、產學合作之績效。 

幼保系 

建置鋼琴教室

與器樂教室(生

活機能館) 

209,116 

1.強化本系教保專業課程設備，強化學生

專業技能。 

2.增進藝術展演課程設備和空間，強化學

生學習競爭力。 

高齡學程 
高齡者全人照

顧示範教室 
956,606 

培養學生對高齡者規劃生活環境之概念

與設計高齡者活動時之環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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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高齡學程 

A4 彩色多功能

雷射印表機(事

務機)、影印

機、一般型電腦

等 

236,063 

1.教學採取多元化學習方式，培養學生實

務問題之實作與模擬能力，藉以提升學

生技術能力。 

2.未來主要用途包含教學、專題製作、專

業證照輔導培訓等。  

高齡學程 
高齡者全人照

顧示範教室 
491,996 

培養學生對高齡者規劃生活環境之概念

與設計高齡者活動時之環境參考。  

高齡學程 
高齡回憶錄中

心暨資料中心 
434,345 

1.讓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的學生有見

習、實習的場所。 

2.透過該服務中心以強化本學士學位學程

的市場差異特色，以利招生。  

高齡學程 
照顧服務專業

教室 
394,691 

1.教學採取多元化學習方式，培養學生實

務問題之實作與模擬能力，藉以提升學

生技術能力。 

2.未來主要用途包含教學、專題製作、專

業證照輔導培訓等。  

高齡學程 
高齡休閒教育

中心 
144,000 

1.讓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的學生有見

習、實習的場域。 

2.增進學校與社區的互動，有助於即將成

立之「高齡服務回憶錄暨資料中心」之

運作。 

幼保系 

建置鋼琴教室

與器樂教室(生

活機能館) 

209,116 

1.強化本系教保專業課程設備，強化學生

專業技能。 

2.增進藝術展演課程設備和空間，強化學

生學習競爭力。 

應英系 投影機  111,000 

筆記型電腦有足夠的活動性，配合本校各

教室的投影機與網路資源使用，可讓教師

即時展示各類訊息，充實教學內容，學生

亦可隨時展現學習成果。利用投影機教

學，有助於本系學生準備課堂簡報與參加

簡報比賽的練習，對學生英語表達與教師

示範有很大的幫助。 

應英系 

N310 電腦語言

教室 互動電子

白板 

100,500 

1.可配合不同學習模式的學習者需要，觸

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於白板上書寫

或標示資料，改善電腦化教學情境，增

加多元互動。 

2.教師能更有效率地及更具成本效益地運

用資源，充分發揮資訊科技於教學上的

效果。 

3. 互動電子白板在清理的過程中不會產

生塵埃，而在清潔的過程亦能減少製造

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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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4.直接透過系統的錄製功能實時把整個互

動電子白板上的教學過程及教師的音

訊資料紀錄下來。 

5.能透過相關的網站上載或下載不同的教

學設計，增加網路教學資源分享。 

應英系 
數位多媒體教

學設施 
80,000 

1.數位多媒體教學設施可取代透過傳統紙

本文字訊息傳遞，環保無紙化,省去紙本

印刷費，節省成本長期效益高。 

2.能傳遞即時的數位多媒體內容，更可透

過網路連結管理,使用彈性大，有效率地

管理內容。 

3.多點同步教學設備的聲光影音動態教學

效果吸引學生們的目光，能針性地提供

適合國際上的時事加以編輯成為數位

教材內容，培養學生們的國際觀。 

4.可藉由先進的多媒體與網路技術，進階

應用上還可結合氣象資訊、時間顯示、

觸控式螢幕及其他資訊源資料提供，為

本系學生、教師們建立一個高效的數位

式資訊網路時代。 

應日系 高畫質攝影機 110,000 

增設此設備，可提升學生口說能力，亦能

透過實境模擬，增強實務能力。並可將課

堂上習得實境模擬經驗，運用在將來就業

的面試及工作上。而增強學生外語聽講能

力、可增加考取外語能力證照之能力及語

言競賽獲獎之機會。 

應日系 
投影機互動模

組&個人電腦 
169,930 

增設此設備，可提升學生多媒體能力。教

師亦能透過電子白板應用教學設計。可增

加考取外語能力證照之能力及語言競賽

獲獎之機會。 

應日系 
數位日語線上

檢定題庫 
330,000 

數位日語線上檢定題庫是以新制日檢需

求規劃模擬檢定題庫，同學們可以在課餘

的時間，利用此平台多次反覆模擬考試，

測驗後有成績回饋、學習分析與精闢的考

題分析，以累積同學的檢定實力。 

教務處 

4500 流明單槍

投影機/多功能

數位講桌/一般

型電腦第 4 代

含 21.5 吋液晶

顯示器(內建防

刮玻璃功能) 

3,634,632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學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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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別 項  目 補 助 經 費 預  期  效  果 

計網中心 
桌上型電腦(含

螢幕)  
4,828,560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改善學生學習環璄。

提升繪圖速度，避免破圖情形發生，進而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改善學生學習環璄。 

計網中心 
電腦教室硬體

教學廣播系統 
404,000 

將高畫質且不延遲的電腦教學影音播放

到每一個學生電腦。 

計網中心 CDP 備份系統 700,000 保護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安全。 

計網中心 
網頁應用程式

防火牆 
1,800,000 

降低校務行政系統被入侵、攻擊與資料被

竊取的風險。 

學務處衛

保組 

攜帶式自動體

外心臟電擊去

顫器(AED) 

245,400 

近年來所有大型公共場所因不明原因緊

急休克狀況頻傳，藉由 AED 的設置提供

更安全的校園環境，也讓廣泛讓師生學會

CPR 與 AED 使用的基本救命術，讓校園

更趨安心、安全，也讓校內教職員生對基

本緊急救命觀念更認同且普遍有緊急救

人的技能。 

總務處 

生活機能館 

普通教室單槍

防盜系統 

965,000 

單槍防盜控制系統主機斷路發生時,立即

啟動警報並聯結至機房端，以利校安中心

人員至現場查看，保障學校財產安全。 

總務處 LED 路燈 535,000 

每座燈具約可節省 300KW，以每天使用 4

小時，一年使用 300 日計算，一年約可節

省 2,880 度電，有助於達成校園節約能源

目標。 

總務處 

生活機能館地

下停車場求救

柱 

332,000 
強化地下停車場緊急事故處理時間，以維

護師生安全。                                                                                      

(二)經常門方面 

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15,300,000 

 

 

 

 

 

 

 

 

 

 

 

提高本校師資素質、改善師資結

構，鼓勵教師進修、研習、升等、

產學合作，改進教學及提昇研

究、研發及創新能力等。 

 

量化預期成效指標 

1.改善師資結構:助理教授以上

人數預期自 87.21% 成長至

87.6%。 

2.學生參加各類競賽預計由 805

件成長至 850 件。 

3. 學生各類證照之取得預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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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二、學生事務輔導相關工作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五、新聘師資薪資 (最近二年) 

103 學年度及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至 104 年 10 月止)新聘

師資計 33 位。 

 

(一)工學院：11 位 

工學院有多位教師在近年陸續

達退休年資並辦理退休，在學

生總數不變的情況下，生師比

嚴重不足。新聘教師可明顯提

升學校量能，亦具有刺激資深

教師前進的動力。因此，工學

院增聘 11 位專任教師，分別為

機械系擬增聘具備奈米能源工

程、機械設計、電動車馬達等

專長之教師共 2 名；資工系擬

增聘具備雲端網路技術等專長

之教師 1 名；電機系擬增聘具

備能源、智慧型電網、電力電

子應用、生物醫學等專長之教

 

 

 

 

 

670,000 

(含自籌款 

70,000) 

 

 

550,000 

 

 

100,000 

 

8,449,178 

(含自籌款

2,620,000) 

 

 

 

 

 

 

 

 

 

 

 

 

 

 

 

 

 

10833 件成長至 11300 件。 

4. 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從

881 件提升至 900 件；金額從

653,736 仟元提升至 668,100 仟

元。 

落實社團發展計畫 

 

 

 

 

提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鼓勵

員工進修、在職訓練、研習等。 

 

(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改善師資結構核發最近二年新

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薪資為優

先。 

 

 

(一)工學院：11 位 

為突顯技職體系特色及強化推

動產學合作之能量，本院增聘之

11 位優秀年輕師資，除具有符合

系所發展之專長及研究外，專業

實務經驗均相當豐富，可提供學

生學理及實務兼顧的全面教

育，以及強化學生與產業的連

結，增加未來就業機會；亦可增

加研究之競爭力，提升產學合作

之能量。對本院在產學三大構面

績效的提升將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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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師共 3 名；電子系擬增聘具備

嵌入式系統、行動通訊、汽車

電子、雲端技術、綠能電子、

類比功率電子等專長之教師共

3 名；光電系擬增聘具備光電元

件等專長之教師共 1 名；生技

系擬增聘病理學、生物學、病

毒學等專長之教師共 1 名；新

聘教師除須符合上述專業外，

另須具備 2 年的工作經驗，且

以能使用英文教學者優先錄

用。 

(二)商管學院：8 位 

1.為提升資訊管理系專任教師

之質與量，並促進產學合作

之發揮，。103 學年度第 1 學

期新聘 1 位具 APP 行動計算

與應用專長之鄭鈺霖助理教

授；鄭鈺霖老師為國立成功

大學工程科學系資訊與網路

組博士。 

2.為提升休閒系專任教師之師

資，並重點強化休閒和運動

管理師資之質與量，且增進

全英文教學能量，於 103 學

年度第 1 學期新聘 1 位具休

閒和運動管理專長，且能以

全英文授課的王嘉淳助理教

授；王老師為美國聖道大學

休閒組織領導組博士。 

3.為提升財務金融系專任教師

之質與量，並促進產學合作

與全英文授課之發揮與整

合。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

1 位具有全英文授課專長之

 

 

 

 

 

 

 

 

 

 

 

 

 

 

 

 

 

 

 

 

 

 

 

 

 

 

 

 

 

 

 

 

 

 

 

 

 

 

 

 

 

 

 

 

 

 

 

(二)商管學院：8 位 

1. 鄭鈺霖助理教授申請到科技

部 103 學年、104 學年計畫，

並協助系上發展 APP 行動計

算與應用相關課程。並將針對

目前 iphone 與 ipad 相關 app

應用於 104 學年下學期開設

「iOS 應用程式開發」課程。 

2.王嘉淳老師於系所開設休閒運

動管理、休閒導論、遊憩管

理、旅遊糾紛與個案處理等課

程，並發表國際研討會期刊論

文，未來王老師亦將協助系所

開設全英文授課課程，符合原

聘之重點。 

3.蔡秉真老師為本學期剛新聘，

預計104學年度申請科技部計

畫，以及協助學校提升全英文

授課。目前，協助本系開設

CFA、期貨照照班，以及協助

勞動署計畫。 

4.洪一碩助理教授於 103 學年度

起擔任國際貿易實務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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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蔡秉真助理教授；蔡老師為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財務管理

與會計博士。 

4.國企系為增進國企系與商管

學院全英文教學能量，且需

具有國際貿易之實務經驗，

於 103學年度第 1學期新聘 1

位具國際貿易專長，且能以

全英文授課的洪一碩助理教

授；洪一碩助理教授為國立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5.管資系電商組專任教師數量

不足，為提升電商組專任教

師之質與量，並促進研究、

產學合作及指導學生競賽之

發揮，因此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 1 位具電子商務背

景、資訊軟、硬體專長(嵌入

式系統，Linux)與業界經驗豐

富 (台灣軟體研究中心，

Intel，晨星半導體，觀光局)

之謝易錚助理教授。 

6.財法所正推動英文法務及娛

樂文創課程，因此於 104 學

年度新聘具全英語授課能力

且有智慧財產權背景的許舜

喨老師，許舜喨老師專長為

專利法、生物科技法、文創

政策、英美法等，曾經擔任

農委會農試所農業創新育成

中心推動委員會委員，也承

接農委會等政府部會計畫多

件，學經歷豐富。 

7.為提升餐旅管理系專任教師

之質與量，並促進餐旅研究

 

 

 

 

 

 

 

 

 

 

 

 

 

 

 

 

 

 

 

 

 

 

 

 

 

 

 

 

 

 

 

 

 

 

 

企業相關課程，填補本系在此

課程方面之師資需求。本系於

103 學年度辦理全英語授課學

程，洪一碩老師在 104 學年度

起擔任國際貿易實務英語授

課課程，並且擔任國際商務學

士學位學程一年級新生班導

師。國企系也借重洪老師過去

之實務與行政經驗，協助技職

改造計畫中的策略五計畫撰

寫，該計畫已通過審查並且執

行中。 

5.管資系謝易錚老師在研究計

畫、產學與教學均有相當成

果，謝老師今年爭取到 104 科

技部產學計畫主持人 1 件，技

術轉移案主持人 1 件， 104

私人企業產學合作主持人 1

件，104 國防科技計畫共同主

持人 1件與教育部 104年度全

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創作

競賽共同主持人，全國微電腦

創作競賽訓練營爭取至本校

舉辦(往年在成大)。在學術研

究方面，今年發表 3 篇期刊論

文， SCI，SSCI，EI 期刊論

文各 1 篇，國際會議論文 10

篇，其中 2 篇 IEEE 會議論文。

今年指導學生參加 2014 年經

濟部展示科技競賽榮獲第三

名佳績與 2014 年經濟部搶先

大賽獲得第二名。教學方面，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謝老師

配合參與學校華南高商鷹揚

計畫招生，協助四技二專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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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績效、全英教學與管院博士

班全英教學，因此 103 學年

度第 1 學期新聘 1 位具餐旅

管理專長與餐旅行銷管理、

餐旅網路行銷等專長之胡中

州教授；胡中州老師為美國

普渡大學餐旅管理博士。 

為提升餐旅管理系專任教師

之質與量，並促進餐旅產學合

作，因此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新聘 1 位具餐旅管理專長與

餐旅服務專長之劉國寧專技

助理教授，協助宴會廳教學輔

導與服務；劉國寧老師為澳洲

大學科技管理碩士，香港理工

大學餐旅管理博士候選人，已

於103年10月取得博士學位。   

 

 

 

 

 

 

 

 

 

 

 

 

 

 

 

 

 

 

 

 

 

 

 

 

 

 

 

 

 

 

 

 

 

 

 

 

 

 

 

 

 

 

 

 

 

 

 

 

 

 

 

 

 

考，以及擔任系上 AACSB 出

題委員與監考，於學期中更積

極辦理教師學習社群，分享

ibeacon 於社群的應用並參與

微縮教學分享自己教學心

得。謝老師目前指導 3 組專題

生與 1 位研究生，帶領學生發

表 的 論 文 榮 獲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最

佳論文獎；並指導學生發表論

文 至 IEEE 國 際 研 討 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s Consumer 與 IEEE 

The 49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arnahan Conference on 

Security Technology。謝老師

目前正積極申請兩件產學合

作計畫，預計計畫為健康資訊

管理系統平台建立與消毒滅

菌裝置開發。科技部計畫預計

申請本年度國防科技計畫與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目前有

兩篇 SCI 論文投稿至 Sensors

與 NCAA 一級期刊目前正在

回覆意見階段。此外，預計帶

領三組專題生參加104年度全

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創作

競賽。 

6.許舜喨老師目前在本所開設英

美法專題、文創法專題等課

程，也支援大學部英語系開設

法律英文、商管學院開設民法

概要等。對於本所推動的英文

法務及文創法都有正面的幫



 100 

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三)人文社會學院：3 位 

本學院教評所 103 年 7 月底一

位副教授屆齡退休，故於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聘任一位教授

補足。應日系因 103 學年度第

一學期兩位專任教師離職，基

於學校人事調整，特聘現任校

長秘書李詠青女士擔任本系教

師。李詠青教師為輔仁大學日

文碩士班畢，日本熊本大學博

士候選人，曾擔任本校研發處

 

 

 

 

 

 

 

 

 

 

 

 

 

 

 

 

 

 

 

 

 

 

 

 

 

 

 

 

 

 

 

 

 

 

 

助。許老師因具生物科技法律

的背景，也期待未來許老師能

協助本校生物科技系或工學

院各系在專利開發的法律及

授權部分多所著墨。  

7.胡中州老師與系上老師合開餐

旅專題研究一與二兩門課

程、餐旅網路行銷等課程，協

助提升研究生研究能力，並為

本系大學生專題製作召集

人，協助統籌專題製作與發

表。並分別於 EMBA 與商管

學院博士班開設兩門全英文

授課的課程。 

8.劉國寧老師已於 103 學年度開

設創新服務品質相關課程，符

合原聘之重點，103 學年度第

二學期將擔任餐旅督導、餐旅

籌備與規劃、創新服務品質等

相關課程授課教師，並為餐旅

管理系宴會服務相關課程與

宴會廳教學輔導與服務之主

要老師。 

 

 (三)人文社會學院：3 位 

教評所依據教育部所訂員額規

範，需有專任教師七位，新聘一

位補足缺額，且新聘人員具有長

期大學學術行政工作經驗且學

術研究成果豐碩，對於教育領導

與評鑑研究所之教學、研究與推

廣服務，將極有助益，亦可支援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之教學

與學術發展。應日系新聘李詠青

教師，除可協助本系教學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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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國際合作暨生涯輔導組組長、

產學合作處產學合作組專員、

研究發展處學術合作組專員、

研究發展處學術合作組組長及

其他業界實務經驗豐富。另

於，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聘任盧

駿葳女士擔任本系教師。盧駿

葳教師畢業於日本鹿兒島國際

學校經濟學博士(經營)。曾擔任

嵩平貿易有限公司國貿專員、

軒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

業部經理、文藻外學大學附設

思源翻譯社特約譯者、文藻外

語大學日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

語科 專任助理教授等，產業界

及學術界之豐富經驗。 

 

(四)數位設計學院：7 位 

新聘 7 位教師（視傳系 2 位助

理教授及 1 位助理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多樂系 1 位助理教

授及 1 位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

人員，產設系 1 位助理教授及 1

位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為

補足各系教師缺額以及提升數

位內容產業相關人才培育，故

聘用具備豐富業界經驗之博士

學位教師，希望提供學生學理

及實務兼顧的全面教育。依據

上述聘任的重點條件，在各系

的積極作為下，已經新聘 7 位

符合條件的優秀教師。 

 

 

 

 

 

 

 

 

 

 

 

 

 

 

 

 

 

 

 

 

 

 

 

 

 

 

 

 

 

 

 

 

 

 

 

 

 

具有豐富的業界經驗及行政歷

練，其在行政歷練中，又多與產

業界有所接觸，有助於本系今後

產學合作的開發，及強化本系一

直以來缺乏的產業界人脈資

源。本系新聘盧駿葳老師，除可

解決本系多年來無助理教授級

商業專攻師資問題外，其在業界

將近 10 年經理級以上的實務經

驗，在產業界具有非常豐富的人

脈資源，必可為本系爭取更多的

產學合作機會。此外，盧老師論

文發表篇數多且品質佳，可提升

本系學術地位。 

 

 

 

 

(四)數位設計學院：7 位 

本學年度所新聘任的 7 位教師，

充分配合各系的校務發展計畫

及課程規劃，經審慎評估後予以

聘任，不僅師資增聘有其必要

性，且對提升本院師資的完整

性，有極大助益。 

新聘之 7 位教師，皆具有豐富教

學經驗及實務相關經歷，牟彩雲

助理教授(視傳系)更為少數具動

畫專長且有博士學位教師；另外

產設系新聘歐陽昆助理教授雖

先前為工管專業領域畢業，但而

後鑽研設計與醫療相關研究，跨

足產品設計領域，並為介面設計

專業人才，更有助於本系介面設

計之課程教學；葉儷棻副教授(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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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五)通識教育中心：4 位 

本中心為強化研發及產學陣

容，自然科學組103學年度及

104學年度第1學期與奇美醫學

於中心合聘3位專任教師，且新

聘1位專任教師，其中 

1.103.8.1到職之賴豐傑副教授

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博士，

曾擔任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副教授，現任奇美醫學中

心皮膚科主任，其在自然科

學領域教育經驗豐富與醫學

技術歷練完整，研究成果豐

碩。 

2.104.2.1到職之林永松教授為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曾擔任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耳鼻喉學科副教授，高雄師

範大學聽力障礙語言治療研

究所兼任副教授，現任奇美

醫學中心耳鼻喉科主任，其

在自然科學領域教育經驗豐

 

 

 

 

 

 

 

 

 

 

 

 

 

 

 

 

 

 

 

 

 

 

 

 

 

 

 

 

 

 

 

 

 

 

 

設系)則具備長久之業界經歷，且

在於創新構思設計之理念與實

務具豐富之經驗，將可提升創意

設計質量表現。多樂系新聘廖世

傑助理教授也有豐富的大型遊

戲開發與設計之實務經驗，將可

以積極提升大型環場設備的研

發量能。本院所聘請的老師都具

有實務經驗，且專長服和各系的

重點發展，預期在本校教學研究

及產學服務等做出最佳貢獻，以

提升產業學術媒合等績效。 

 

(五)通識教育中心：4 位 

1.賴豐傑副教授之SCI著作高達

20篇以上研究能力強，及擔任

醫務行政之資歷相當豐富，可

協助本中心提升研發與產學

能量，且因其教學經驗相當豐

富，更可提升本校學生生命科

學素養。 

2.林永松教授之SCI著作高達26

篇以上，且曾執行跨國醫學研

究計畫，及擔任醫務行政之資

歷相當豐富，可協助本中心提

升研發與產學能量，並因其教

學經驗相當豐富，更可提升本

校學生生命科學素養。 

3.張嘉祐助理教授自1997年迄今

已發表 21篇文章研究能力

強，及擔任醫務行政之資歷相

當豐富，可協助本中心提升研

發與產學能量，且因其教學經

驗相當豐富，更可提升本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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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補助金額 預 期 成 效 

富與醫學技術歷練完整，研

究成果豐碩。 

3.104.8.1到職之張嘉祐助理教

授於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醫

學系，2004年中興大學食品

科學研究所碩士，現為中興

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現任奇美

醫學中心中風中心主任，其

從事專業及研究工作年資超

過10年，研究能力甚佳。 

4.104.8.1到職之戴守煌助理教

授1996年畢業於臺灣大學物

理系，2003年獲得英國德倫

大學物理學碩士，2004年獲

教育部公費留考獎學金再赴

英國德倫大學，並於2009年9

月榮獲該校博士物理學學

位，畢業迄今已於高能物理

領域之國際著名期刊JHEP、

Phy. Rev. 發表4篇論文，其中

2篇為第一或通訊作者，研究

能力強且具全英語授課能

力。 

六、電子資料庫訂閱費 

 

 

 

 

 

 

 

 

 

 

 

 

 

 

 

 

 

 

 

 

 

 

 

 

 

3,000,000 元 

(自籌款) 

 

生生命科學素養。 

4.戴守煌助理教授之研究能力

強，可協助本中心提升研發與

產學能量，並可提升本校學生

自然科學素養，且其具全英語

授課能力，將有助於本校通識

教育國際化之推動。 

 

 

 

 

 

 

 

 

 

 

 

 

 

 

 

 

 

訂閱電子期刊以加強教師提升

學術及研發能力。 

 

 



 

 

 

 

 

 

 

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 

（詳附表一至十） 

 



伍、預期成效

本年度規劃具體措施（詳填附表一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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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獎勵補助款) 13.61%

金額 $4,461,224 $5,690,000

合計

占總經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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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69,178$56,679,305

經常門

33%

資本門

67%

$52,218,081 $22,379,178

自籌款獎勵補助款 獎勵補助款自籌款

$10,151,224 $84,748,483

105年度獎勵補助款經費明細

自籌款(2) 總經費

(3)=(1)+(2)
核定獎勵補助款(1)

$74,597,259

1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41,780,000 80.01% $2,133,545 47.82%
附表四

圖書館自動

化設備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5,950,000 11.39% $250,000 5.60%

小計
$5,950,000 11.39% $250,000 5.60%

$2,000,000 3.83% $523,360 11.73%
附表七

$2,488,081 4.76% $1,554,319 34.84% 附表八

$52,218,081 100.00% $4,461,2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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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四：自籌款不限定資本門各項目之支用比例。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項   目

三、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應達資本門經費2﹪【不含自籌款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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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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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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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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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內容說明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編纂教材        1,400,000 6.26% 預計55件

製作教具           200,000 0.89% 預計5件

改進教學        4,300,000 19.21% 預計400件

研究        3,500,000 15.64% 預計350件

研習        3,800,000 16.98% 預計180件

進修           100,000 0.45% 預計 3件

著作        1,000,000 4.47% 預計100件

升等送審        1,000,000 4.47% 預計25件

小計       15,300,000 68.37%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140,000          0.63%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460,000          2.06%        70,000 1.23%

小計 600,000          2.68% 70,000       1.23%

550,000          2.46% 預計130案

100,00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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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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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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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1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註五）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    註

3



內容說明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    註

教師薪資

 (2年內)
5,829,178       26.05% 2,620,000  46.05%  (預計8人)

資料庫訂閱費 3,000,000  52.72%

小計        5,829,178 26.05%    5,620,000 98.77%

22,379,178     100.00% 5,690,000  100.00%

註十二：為保障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各校依本部104年6月17日

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函「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原則」認定校內兼任助理係屬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並依學習或僱傭等不同關係設計相關配

套措施（包含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者，如有符合上開處理原則有關學習型助理之獎助金或勞

僱型助理支薪資及勞健保等相關費用之需求，得列入經常門「其他」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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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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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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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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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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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雷射應用實

驗訓練模組

1.二極體雷射 30.0mW @ 650nm

及光學附件

2. 工作電流： 5.0 ± 0.5 mA 工作

電壓： 小於 1700V

3. 電源：AC110V  50-60 Hz

4. 外型尺寸： 370 x 120 x 335

mm

5. 重量： 6 kg ﹝主 機：4 kg﹞

6.實 驗 項 目：

(1)光的傳播、反射及折射定律；

(2)平面鏡的反射；(3)潛望鏡、

照相機、顯微鏡原理；(4)球面鏡

的反射、折射；(5)放大鏡、望遠

鏡原理 ；( 6)近視眼矯、遠視眼

矯原理；(7)光的干涉；(8)狹

縫、菲涅爾、光柵及孔之繞射

5 套        60,000         300,000

1.建置教學實驗室，

經由雷射應用於光學

自動對焦抬頭顯示系

統之雷射應用系統的

訓練平台、強化教學

實驗室之設備

2.經由教師授課雷射

工程、基礎光學設

計、應用光學實習、

太陽能與固態照明實

驗教學、物理實驗教

學、專題製作、專業

證照輔導培訓等課程

，使學生對已習得之

基礎光學知識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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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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

光學自動對

焦抬頭顯示

系統開發平

台

1.電控變焦液態透鏡 EL-10-30-

Ci-VIS-LD：(1)C-mount 螺牙 &

可更換玻璃；(2)連接線 6-pin

Hirose 傳輸頭，焦距長度：

+200mm to +80mm；(3)VIS-

coated BK7 玻璃 (400-700nm),低

色散材料, 溫度感測器

2.EL-E-4i支援USB 驅動器：(1)

緊湊式外殼 6-pin Hirose 連接頭,

輸出電流： 0 - 200 mA；(2)I2C

傳感器, 包含操作軟體

3.光般消除器LSR-3005-12D-

VIS：(1)VIS-coated BK7 玻璃

(400-700nm)

1 組      162,060         162,060

雷射應用於光學自動

對焦抬頭顯示系統之

雷射應用系統的訓練

平台，強化教學實驗

室之設備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3 伺服器

1.CPU：E5-2640 v2 8C 2.0GHz

15MB Cache x2

2.RAM：16GB ECC DDR3

1866MHz LP RDIMM

3.HDD：300GB 10K 6Gbps SAS

2.5" HDD x4

4.Network：4 port 1000Base-TX

5.POWER： 650W AC Power

Supply x2

1 台 500,000         500,000
大數據分析人才培訓

之硬體設備
資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質化目標第

2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

P3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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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

4500流明單

槍投影機(含

布幕)

1. 顯示裝置：德州儀器 DLP技術

0.55”XGA DMD晶片。

2. 解析度：真實解析度: 1024

x768 (XGA)，支援PC訊號可達

UXGA (1600 x 1200) 60Hz。

3. 亮度：4500ANSI流明。

4. 對比度：20000:1。

5. 燈泡壽命：7000 小時。

6. 輸入端子：HDMI 1.4a輸

x1,VGA 輸入x2 ,3D VESA同步

連接埠 x1,Mini-jack 立體聲輸入

x 2。

7. 70吋×70吋布幕(87.5吋)手拉式

/1:1(98")/70"*70"

36 台        23,630         850,680

新增購生活機能館普

通教室之ｅ化教學設

施

教務處

A6-1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工作計畫第1點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

學設施」及105學年

度內容質化目標第1

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5
多功能數位

講桌

1. 高強化複合材質，採用

1.6mm~2.0mm鋼板搭配木質材板

，附安全鎖。

2. 木質材板可依客戶需求提供色

板選色。

3. 具電動無段式調整仰角功能，

可任意調整觀看角度(5~70度以

上)，可安裝一般15～22吋液晶

螢幕，螢幕尺寸適用範圍可達
(W)520 x (H)370mm x

(D)75mm。

4. 採用手推式螢幕保護滑蓋，閉

合時為平整檯面，並具安全開關

保護設計，附安全鎖。

5. 操作檯面尺寸640x670mm，檯

面附有操作說明滑鼠墊。

36 台        44,743      1,610,748

新增購生活機能館普

通教室之ｅ化教學設

施

教務處

A6-1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工作計畫第1點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

學設施」及105學年

度內容質化目標第1

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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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6 一般型電腦

1. 中央處理器：Intel Core i7

3.6GHz (含以上)

2. 作業系統：支援Windows 7或8

Professional【提供合法授權及光

碟】

3. 晶片組：Intel B85

4. 記憶體：提供DDR3 1600 240

Pin DDR SDRAM 4GB*2

5. 擴充槽：提供2組16倍PCI

Express，1組1倍PCI Express，1

組PCI

6. 電源管理：支援進階電源管理

介面(ACPI)(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7. 讀卡機：內建IC卡與記憶卡讀

卡機

8. 硬碟：機體3.5英吋、.容量

1TB、轉速：7200rpm、Buffer:

64MB

36 台        32,589      1,173,204

新增購生活機能館普

通教室之ｅ化教學設

施

教務處

A6-1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工作計畫第1點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

學設施」及105學年

度內容質化目標第1

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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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7
顯微鏡與數

位影像系統

1.無限遠平行光補正系統，凱勒

照相，無像差、色差、球面差及

倍率差之問題

2.微調中心距離桌面 70 mm 以上

，使用110V的電源。 鹵素燈有

效壽命100小時以上、100～

240V調光範圍DC2V-5.9V

3.粗微調同軸，微調延伸範圍

25mm

4.放大倍率: 最少40、100、400

與1000倍，所有操作與影像處理

皆直接連線在電腦的window系

統中處理

5.電腦：(1)處理器：Core i3以

上；記憶體：DDR3 SDRAM

4GBD(含)以上；(2)硬碟：

500GB以上；Windows作業系

統；具USB 3.0

1 台      170,000         170,000

1.維持大學部化學技

術實習課程之正常授

課與培養學生實作能

力

2.支援學生專題製作

與碩士生之論文研究

等

化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8
迷你垂直式

電泳槽

容納1~4片小型(10x7.5 cm)SDS-

PAGE膠片，同時進行電泳
1 台        18,500           18,500

1.生物化學實習及分

子生物學實習課程用

2.生子生物學實驗課

程-蛋白質體跑膠設

備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及3點 「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教

師研究量能」

P3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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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9
細胞低速離

心機

1.轉速：300~4000rpm

2.最大離心力：2,683g

3.轉盤型式：水平

4.堅固耐用金屬外殼

5.自動平衡系統可延長馬達壽命

與降低噪音

6.安全開關裝置可避免機器完全

停止時，上蓋被打開

7.風扇循環系統，避免馬達過熱

1 台        35,000           35,000

教師教學硬體設備改

善，加強學生學習能

力，提高學生未來畢

業後就業機會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及4點 「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10 投影機

解析度XGA1024x768

亮度：5000ANSI流明

重量：3.7公斤

支援有線網路投影功能

EasyMP Monitor網路監控功能

對比高達3000：1

內建10瓦喇叭

原廠保固

對比高達3000：1

內建10瓦喇叭

原廠保固

4 台        29,279         117,116

用於生活機能館鋼琴

教室和器樂教室，更

新教學設備，提升教

師及學生教學品質

幼保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11

數位鋼琴電

路板

(附麥克風耳

機)

1.電路板V7373200(YDP-121使

用)

/麥克風耳機1. 頻率響應：20-

20000HZ以內

2.靈敏度：95dB以上

3.阻抗匹配：32 ohm

4.失真率：< 3 %

5.耳機：立體式

6.重量：150g以下

1        70,000           70,000

1.更新教學設備，提

升教師及學生教學品

質

2.支援基礎鍵盤樂、

幼兒音樂教育、兒童

歌曲賞析與創作、音

樂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等課程

幼保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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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2 爵士鼓組

1.專利懸吊系統

2.附鼓椅, 鼓棒, 大鼓踏板、銅鈸

3.多功能中鼓架、330系列腳架

4.貼皮

5.7.2mm 椴木

6.Remo鼓皮(UX)

7.尺寸 ：Bass 22*16、

Snare14*5.5

Tom 12*9 / 13*10、FT 16*16

1 個        22,000           22,000

1.更新教學設備，提

升教師，學生教學品

質

2.支援基礎鍵盤樂、

幼兒音樂教育、兒童

歌曲賞析與創作、音

樂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等課程

幼保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度及105學

年度質化目標第1點

「提升教學品質 」

P39

13
人力資源管

理套裝軟體

1.人事管理模組：提供試用期滿

考評單/晉升推薦單/人員增補申

請單/相關試用期、生日期前提

醒/新人報到文件繳交作業/人事

預算編列

2.考勤管理模組：含Excel匯入班

表/五排作業單/出勤異常mail通

知/輪排休管理，月總標準工時

管理

3.保險管理模組：含二代健保，

團保

4.授權期間:永久

1 套 250,000         250,000
提供人力資源學程教

師教學
企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

5點「購置與更新商

管專業軟體3套」

P3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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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4
零售專家軟

體

1. 具有3D互動式動畫便利商店

組織經營

2. 城市全景、店面場景、儲藏室

，以上場景均以3D互動動畫介

面呈現。

3. 具有教師專區，教師可自行設

定3D模擬環境中的資金額度以

及開放給學生操作之參數個數。

4. 可進行單機專案演練，3D動

畫演練劇本為以公寓、住宅區、

教室、學生宿舍、辦公大樓、商

店區等建築物所配置而成之3D

模擬場景15個(含)以上。

5. 可依照營業與排班時段設定

3D動畫收銀台人員數量、擺貨

人員數量，並以滑鼠點選方式點

選員工觀察員工的工作狀態。

6.授權期間:永久

1 套 220,000         220,000

1.教學使用及提升教

學品質

2.產攜班課程/實習職

前訓練

企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

5點「購置與更新商

管專業軟體3套」

P3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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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5 數位攝影機

1.F1.2超光圈/29.5mm  廣角鏡頭

2.60fps高速1155張Ultra Speed高

速相片連拍

3.1920X1080/60P

4.10倍光學/動態16倍/數位64倍

變焦

1 台 38,000           38,000

1.教學使用(品牌推廣

/廣告學/品牌策略行

銷)，提升教學品質

2.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之績效

企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

7點「商管學院3系提

升教師教學與研究設

備」

P39

16
質性研究軟

體

1.質性分析軟體

2.社會網路分析軟體

3.授權期間:永久

1 套 28,000           28,000 提供教學及研究使用 企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

5點「購置與更新商

管專業軟體3套」

P39

17
3D動畫毛髮

外掛軟體

1.Yeti 1x Interactive + 5x Render

Licenses

2.Arnold 算圖軟體 1x 教育版

3.授權期間:兩年

1 套        39,400           39,400

1.創作3D動畫教學使

用2.可增進學生專題

製作、競賽作品、產

學合作之績效

多樂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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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8
4K 3D智慧型

液晶電視

1.IPS LED超明亮面板

2.第２代四核心影像晶片

3.HXC六原色技術

4.新Smart功能(FireFox系統)

5.USB HDD 外接式硬碟錄影功

能

6 主動式3D

7.智慧節能科技

1 台        95,000           95,000

1.監看4K3D影像之教

學使用

2.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多樂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19 3D列印機

1.170mm高 75cm寬  47kg重

2.電壓AC110V~220V

3.Repetier或Marlin韌體

4.底版直徑 520mm

5.最大成行高度 650mm

6.保證列印層高 0.1mm

7.最高列印層解析度 20~80mm

8.最大移動速度 200mm/s

9.噴頭數 2

10.噴嘴直徑0.2, 0.3,

0.35,0.4,0.5,0.8,1.0mm

11.具加熱參數最速化

12.具探針自動平台校正

13.42/57型步進馬達動力系統

14 GT2 6/9mm同步帶+台灣上銀

線性滑軌(MGN12/15H)傳動系統

1 台        94,000           94,000

1.支援教學使用，可

應用於設計課程實際

製出，以利打樣及後

續修正

此外，亦可支援系上

計劃案使用

2.可大幅提升教學、

研究及產學建教合作

之能量

多樂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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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0
多媒體遊戲

機

1.配載8核AMD「Jaguar」CPU主

機 x 1

2.攝像機 x 1

3.無線控制器 x 4

4.單聲道耳機組 x 1

5.交流電源線 x 1

6.HDMI連接線 x 1

7.USB連接線 x 1

2 台        35,000           70,000
支援市場銷售遊戲之

研究與開發
多樂系

符合「A6-1 改善教學

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2及3點「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能量」

P39

21
多媒體遊戲

機

1.配載8核Microsoft customCPU

主機 x 1

2.1TB Solid State Hybrid Drive x

1

3.無線控制器 x 4

4.無線控制器攜帶包 x 4

5.HDMI 線 x 1

6.電源供應 x 1

7.支援外置硬碟

2 台        30,000           60,000
支援市場銷售遊戲之

研究與開發
多樂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2及3點「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教

師研究能量」

P39

22
輕量型多媒

體遊戲機

1.500 GB主機 x 1

2.Tegra X1 處理器

3.256-core Maxwell GPU

4.3 GB RAM

5.遙控器 x 1

6.控制器 x 2

7.支援 4K 顯示技術

2 台        20,000           40,000
支援市場銷售遊戲之

研究與開發
多樂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2及3點「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能量」

P3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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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3
伺服器NAS

系統

1.處理器型號：Intel Atom C2538

2.處理器時脈：四核心 2.4 GHz

3.系統記憶體：2 GB DDR3

4.記憶體可擴充至：6 GB (2 GB

+ 4 GB)

5.USB 3.0 連接埠：4

6.外接磁碟：EXT4、EXT3、

FAT、NTFS、HFS+

7.大小 (高 X 寬 X 深)：270 mm

X 300 mm X 340 mm

1 台        40,000           40,000

4K3D影像專案製作

教學時，儲存檔案使

用，可增進學生專題

製作、競賽作品、產

學合作之績效

多樂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24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以上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以上

3.硬 碟：950GB(含)以上

4.網卡：10/100/1000Mbps

5.螢幕：23.6吋液晶顯示器(含)以

上

6.作業系統：Windows

10 台        27,694         276,940

強化並擴增T713電腦

教室、強化學生實際

動手的熟練度、增加

學校與產業的連結性

，讓學生在校內就可

以即時獲得實際就業

訓練

多樂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25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以上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以上

3.硬碟：950GB(含)以上

4.網卡：10/100/1000Mbps

5.螢幕：21.5吋液晶顯示器(含)以

上

6.作業系統：Windows

7.增購8GB DDR3 SDRAM(含)以

上、GTX750-1GD5 顯示卡、

SATAIII 256G SSD

66 台        38,475      2,539,350
更新教學設備，改善

學習環境
計網中心

D2-3

持續更新電腦軟硬體

設施

->工作計畫第3點「持

續更新電腦教室及行

政用電腦」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 2 點 「更新 2 間電

腦教室(E202 及 E401)

，主機含螢幕共 132

組」

P5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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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6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以上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以上

3.硬碟：950GB(含)以上

4.網卡：10/100/1000Mbps

5.螢幕：21.5吋液晶顯示器(含)以

上

6.作業系統：Windows

7.增購8GB DDR3 SDRAM(含)以

上、SATAIII 256G SSD

66 台        34,685      2,289,210
更新教學設備，改善

學習環境
計網中心

D2-3

持續更新電腦軟硬體

設施

->工作計畫第3點「持

續更新電腦教室及行

政用電腦」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 2 點 「更新 2 間電

腦教室(E202 及 E401)

，主機含螢幕共 132

組」

P57

27

電腦教室硬

體教學廣播

系統

硬體教學廣播系統(66+1人)

1.教學廣播設備平台式主控器*1

2.教學廣播設備教師主機*1

3.教學廣播設備中繼器*1

4.教學廣播設備學生控制外接盒

(1對4)*17盒

2 套      202,000         404,000

更新電腦教室

(E203、E303)硬體廣

播教學系統，提升學

生課程學習效果

計網中心

D2-3

持續更新電腦軟硬體

設施

->工作計畫第3點「持

續更新電腦教室及行

政用電腦」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 2 點 「更新 2 間電

腦教室(E202 及 E401)

，主機含螢幕共 132

組」

P5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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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8
QCPR全身心

肺復甦安妮

1.假人主體

 1)可模擬訓練心肺復甦術之成人

全身式假人。

 2)順應2010新版AHA指導準則

設計。

 3)人為產生頸動脈搏動。

2.單機版監測儀

 1)可監測即時心肺復甦訓練品質

狀態，包括:胸外按壓深度(depth)

、回彈與否(recoil)、頻率(rate)、

通氣量(volume)。

 2)可檢視心肺復甦品質成果，包

括胸外按壓分數、通氣分數、

  總共花費時間、胸壓時間比。

方便課後回饋討論(Debrief)。

1 組        99,000           99,000

1.建置「照顧服務考

照專業教室」使用

2.使用課程：照顧服

務理論與實務、學習

環境規劃、高齡生活

環境規劃、適性科

技、高齡輔具等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

規劃生活環境之概念

與設計高齡者活動時

之環境參考。

4.身歷實境學習居家

照顧。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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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9
成人異物哽

塞模型

1.材質：特殊合成樹脂

2.特色：實際真人尺寸設計，胸

皮上清楚設計有胸肋骨、劍突，

當正確操作哈姆立克法時，可將

口內異物排出。可觸摸到肋骨、

劍突和頸靜脈切跡的解剖構造

3.附件：哽塞模擬物x2、隔離面

膜x1、攜行袋x1

4.尺寸公差：±5%

1 組        23,000           23,000

1.建置「照顧服務考

照專業教室」使用

2.使用課程：照顧服

務理論與實務、學習

環境規劃、高齡生活

環境規劃、適性科

技、高齡輔具等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30

中風者半身

麻痺模擬體

驗組

整組全套配備：

1.拐杖一支

2.腳部模擬器一件

3.腰部支撐帶

4.肘部支撐帶一件

5.背心一件

6.束縛手套一只

7.內附居家生活體驗教學光碟1

片：包含居家生活廁所區、臥

室、書房、客廳等各區域的體驗

模式

8.攜帶收納箱一個

3 組        50,500         151,500

1.建置「高齡者全人

照顧示範教室」使用

2.使用課程：照顧服

務理論與實務、學習

環境規劃、高齡生活

環境規劃、適性科

技、高齡輔具等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

規劃生活環境之概念

與設計高齡者活動時

之環境參考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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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1
帶鼻胃管假

病人

1.仿東方人種膚色及身高設計，

身長約158公分,體重約13公斤，

特殊合成樹脂(軀幹部為硬質其

他為軟質)

2.軀幹採用上下半身2段式設計

可使假人獨自坐姿不需攙扶(如:

坐輪椅及下床動作),上半身乳房

位置採活動式外蓋方便清潔模型

內部及維修,下半身腹部也採用

圓形活動外蓋設計方便打開觀查

透明膀胱內的液體剩餘量

3.模擬真人骨骼及解剖相關位置

設計，四肢為一體成型無接縫

(包含關節處也無螺絲外露)。手

掌有掌紋,，每根手指關節皆能

彎曲及固定，下肢可觸摸到膝關

節及踝關節,大腿粗、小腿細之

特徵且膝關節能彎曲及固定(可

練習會陰沖洗技術)

3 組      120,000         360,000

1.建置「高齡者全人

照顧示範教室」使用

2.使用課程：照顧服

務理論與實務、學習

環境規劃、高齡生活

環境規劃、適性科

技、高齡輔具等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

規劃生活環境之概念

與設計高齡者活動時

之環境參考

4.身歷實境學習居家

照顧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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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2
高齡者模仿

體驗組

整組全套配備：

1.腳部固定物一組

2.腳部四格式加重物*2

3.膝蓋支撐物*2

4.拐杖*1

5.手腕三格式加重物*2

6.肘部支撐物*2

7.背心*1

8.身體加重物*4

9.模擬老化眼鏡*1

10.模擬駝背帶*1

11.棉製白布手套*1雙

12.半截式彈性手套

13.補強用魔術貼布*1

14.小錢包*1

15.手提箱*1

16.體驗教學光碟1片

3 組        55,000         165,000

1.建置「高齡者全人

照顧示範教室」使用

2.使用課程：照顧服

務理論與實務、學習

環境規劃、高齡生活

環境規劃、適性科

技、高齡輔具等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

規劃生活環境之概念

與設計高齡者活動時

之環境參考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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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3 行動音箱

1.輸出功率：120瓦

2.先進的電路設計，確保優秀的

S / N比率和低失真

3.最大3 UHF分集接收機都可以

使用

4.每個接收器提供16個可選頻道

，專業麥克風，低音扎實渾厚

5.數位回音。

6.語音優先功能

7.內建CD播放機（盒式播放器是

可選的）

1 組        35,000           35,000
教師、學生課程設計

規劃使用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34
 3D列印功能

原型機

1.外觀尺寸340x360x430mm

2.打印尺寸200x200x180mm

3.單噴嘴0.4mm

4.線材直徑1.75mm

5.材質 Z-ABS/Z-Ultra/Z-Glass/Z-

HIPS

最小Z層高1.25微米

5.XY移動1.5微米

6.110~240V，190W

7.支援系統Mac OS X /

WindowsXP and newer versions

1 台 100,000            100,000

使用於產品設計、介

面設計及文創設計等

課程，以進行打樣、

使用驗證及後續修正

產設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8點「改進創意商

品化製作專業設備1

式」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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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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5 3D印表機

1.規格改此台的規格重點，D-

Force V2.0+

2.機身尺寸：43cm×37cm×85cm

3.最大列印尺寸：Ø 265mm×高度

300mm

4.耗材規格：1.75mm

ABS/PLA/TPU/Nylon…等

5.列印層厚：0.05mm-0.5mm（

建議依照噴嘴口徑調整效果最

佳）

6.噴嘴口徑：0.4 mm

7.列印速度：20-100mm/s以上、

最高移動速度300mm/s

8.軟體：Repetier-Host中文界

面、KISSLICER、CURA…等。

9.支援：Windows XP、

Windows7、Windows8和MAC

2 台 25,500                51,000

設計專題教學使用，

讓學生便於做出更精

細甚至有功能殼體組

裝的產品設計，加速

設計驗證完整度

產設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8點「改進創意商

品化製作專業設備1

式」

P40

36 投影機

無線網路投影機4000ANSI流明

1. 亮度：4000ANSI流明。

2.對比：17.000:1

3.解析度：XGA 1024 x 768

4.輸入介面：HDMI/MHL

2 台 21,761                43,522

教師教學課程與課後

輔導使用，可增進學

生參與專題設計能力

及設計競賽與產學合

作之訓練與績效

產設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第8

點「改進創意商品化

製作專業設備1式」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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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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7 個人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以上

2.記憶體：4GB DDR3

SDRAM(含)以上

3.硬碟：950GB(含)以上

4.網卡：10/100/1000Mbps

5.作業系統：Windows

6.23.6吋VA面板寬螢幕LED背光

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防刮玻璃

功能)

16 台        29,375         470,000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可

增進專業證照輔導培

訓、學生專題製作、

競賽作品、產學合作

之績效(T0811高階電

腦動畫教室)

視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8點「精進影像創

意製作(含編輯與後

製)人才專業設備1

式」

P40

38
專業相機長

焦段鏡頭

焦點距離：70 - 200mm

鏡頭結構：18 片 15 組

口徑比：1:2.8

對角線畫角：34° - 12°

聚焦方式：USM 內對焦系統

最大攝影倍率：0.16 倍

最短攝影距離：1.5m

濾鏡口徑：77mm

長度×直徑：193.6 × 84.6mm

1 顆        45,000           45,000

添購影視用專業設備

，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資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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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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9
輕巧型線性

滑軌組

1.90cm單軌滑軌

2.專用迷你油壓雲台

3.腳架*2

2 組        20,500           41,000

添購影視用專業設備

，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資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40 桌上型電腦

1.Retina 5K 顯示器：27 吋 (對角

線) Retina 5K 顯示器，採用 IPS

技術；5120 x 2880 解析度，支

援千萬種顏色

2.3.3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5

(Turbo Boost 可達 3.9GHz)，可

訂製 4.0GHz 四核心 Intel Core i7

(Turbo Boost 可達 4.2GHz)

3.2TB Fusion Drive，可訂製 3TB

Fusion Drive；256GB、512GB

或 1TB 快閃儲存 (SSD)

4.配備 2GB GDDR5 記憶體的

AMD Radeon R9 M395 繪圖處理

器，可訂製配備 4GB GDDR5 記

憶體的 AMD Radeon R9 M395X

2 台 80,000              160,000

教師教學課程與課後

輔導使用，可以增進

學生參與專題設計能

力及設計競賽與產學

合作之訓練與績效

產設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8點「改進創意商

品化製作專業設備1

式」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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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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1
儲存式錄音

設備

1.支援SD/CF/USB儲存

2.支援各種音響音頻輸入和輸出

端子

3.可錄製及讀取wav及mp3格式檔

案

4.四種播放模式（連續播放、無

序播放、编序播放、單曲播放）

5.瞬間移到任意位置進行播放的

後跳/前跳播放功能（1～60秒）

2 台        27,500           55,000

強化L507專業廣播錄

音教室，用以教師課

程教學，可增進學生

專題製作、競賽作

品、產學合作之績效

資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42
系統設計軟

體

1.可量測各種匯流排的各種感測

器，輕鬆地自動執行各種獨立儀

器，透過 FPGA 技術製作原型，

縮短測試系統的開發時間並分析

測試結果

2.永久授權

1 套        90,000           90,000

透過圖形化的程式設

計語法，能夠幫助學

生實踐構想、縮短測

試時間，提升教學品

質

電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43
教學廣播系

統

電子式廣播系統具純硬體雙向影

像全部單(複)、三方、轉播、群

組自學，等功能

1 套      170,000         170,000
改善實習實驗室設備

，提升教學品質
電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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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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4
教學廣播設

備

1.教學廣播系統；2.控制外接盒

設備；3.支援平板廣播(內含

4TO115個)；

教學廣播設備(1+60人)；支援平

板廣播+平板控制；含電容觸控

平台式主控器；含教學廣播設備

教師主機；含教學廣播設備中繼

器

2 套 130,000         260,000

D303及D301電腦教

室，大學部資訊課程

教學使用，提高學生

學習效果、強化教學

之設備

管資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45

金融資訊軟

體傳輸與建

置

1.大數據分析軟體, 基金軟體, 銀

行模擬系統或金融資訊傳輸等

2.授權期間:2年

1 套 270,000         270,000

1.培養兩岸服貿協議

下之國際財經人才

2.培養國際學生財金

能力

3.培養本系學生考取

相關國際證照

財金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年度質化目標第

2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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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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6

SoftLathe V5

CNC 虛擬

(VR)控制器

模擬軟體

1.模擬加工軟體，包含50個

user;1. 虛擬控制器支援 FANUC

系列之CNC 控制器與操作面版

2.編輯功能：具 MDI 導引式NC

程式編輯、除錯功能

3.模擬具 Fanuc 0T,10T,15T 之

A、B、C、CODE/ISO NC 程式

轉

換刀具路徑預覽功能與3D 實體

模擬功能，可各別觀看每一把

刀之路徑或所有刀具路徑

4.虛擬控制模組:具視窗與虛擬控

制器操作面板雙模式切換

5.永久授權

1 套      270,000         270,000

提供學生於數控工具

機課程上機前之程式

模擬、校驗

機械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 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47
高畫質攝影

機

1.4K高畫質攝影機感光元件：

1.0吋背照式 Exmor R CMOS感

光元件。2.影像處理器：BIONZ

X 最高畫數2000萬(有效畫素

1420萬)

3.錄影解析度：3840*2160 含可

調角度壁掛架(含所需配線及相

關配備)

1 台 110,000            110,000

用於N408商務教室，

除了一般的商務會話

訓練功能之外，學生

於課程中模擬商場談

判等現場，透過攝影

投影在螢幕上，教師

可以不中斷不打擾表

現的同學的模擬，而

且直接對其他授課同

學進行說明

應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點「提升

教學品質 」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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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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8

統計分析軟

體二年使用

授權

二年期合約續約

1.IBM SPSS AMOS二年使用授

權（180U網路版授權）

2.IBM SPSS Statistic Base二年使

用授權（180U網路版授權）

1 套 1,400,000      1,400,000
提供全院師生統計資

料研究分析能力
商管學院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內容質化

目標第2及3點「提升

學生實務能力」、

「提升教師研究量

能」

P39

49
掌上型汽車

修護示波器

1.頻寬：40MHz

2.輸入通道：2 Channels

3.提供Connect and View 自動觸

發與Touch Hold 自動保持功能

4.垂直靈敏度：5mV/div～

500V/div

水平範圍：10ns/div～1 min/div

5.最大取樣率：2.5Gs/s - 重覆取

樣。 25Ms/s - 單擊取樣

6.自動測量功能：Vac rms,Vdc,

Vac+dc,Vac

pwm ,Vpeak, Aac rms,

Aac+dc,Adc

7.三用電表功能:5000位數電表功

能, 交,直流電壓、二極體、導通

測試, duty cycle,可另購測棒測量

溫度

1 台      116,000         116,000

1.利用此設備傳授汽

車綜合檢修實務課程

之操作使用。認識各

種不同車種引擎、底

盤與電系所用感測器

之作動原理及控制方

法

2.引入汽車故障診斷

及排除技術，並教授

引擎及底盤之檢修等

實務技能

機械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 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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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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50
單盤雙門歐

式烘焙爐

1.外徑：W74+1×D81+1×

H144+2cm

2.內徑：W48+1×D70+1×

H21+1cm

3.電力：3P 220V 8KW

4.適用烤皿：46+1×65+1cm

5.不鏽鋼烤漆手把

6.爐外板：＃304不鏽鋼製

7.爐內板：防鏽鍍鋁鋼板

8.保溫：高密度800℃高溫保溫

棉

9.電熱組：特殊電熱線，配合耐

熱震磁絕緣，保用10年

10.電磁開關：壽命500萬次

11.溫度控制：高精度（0.8℃）

觸碰式調溫器

12.爐門後鈕：全不鏽鋼雷射加

工（永久保固）

13.爐門視窗：全不鏽鋼壓鑄成

形（永久保固）

14.爐體：組合式結構

15.烤皿架型腳架：共可入46+1×

65+1cm烤盤五片

1 台 350,000         350,000

用於本系烘焙學與實

習、基礎烘焙製作等

課程使用，輔導學生

參加比賽及研發歐式

麵包，並指導學生做

相關研究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量化目標第

6點「更新餐旅系實

習教室設備」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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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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51
插盤式冰箱4

門-冷凍

1.外型尺寸寬(mm)：1212

mm+5%

2.外型尺寸深(mm)：900 mm+5%

3.外型尺寸高(mm)：2040

mm+5%

4.容量(公升)：960

5.內部溫度(攝氏)：負20度

6.功率(W)：750

7.電源供應 ：220V 50/60HZ

8.附註：支柱X32   支架X8

3 台 60,000         180,000

用於本系烘焙學與實

習、基礎烘焙製作、

中餐製備實習、西餐

製備實習等課程使用

，指導學生參加比賽

及相關研究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

6點「更新餐旅系與

休閒系實習室2間設

備」

P39

52
插盤式冰箱4

門-冷藏

1.外型尺寸寬(mm)：1212

mm+5%

2.外型尺寸深(mm)：900 mm+5%

3.外型尺寸高(mm)：2040

mm+5%

4.容量(公升)： 960：

5.內部溫度(攝氏) 3~8度

6.功率(W) ：400

7.電源供應： 220V/ 50/60HZ

8.附註：支柱X32   支架X8

2 台 55,000         110,000

用於本系烘焙學與實

習、基礎烘焙製作、

西餐製備實習等課程

使用，指導學生參加

比賽及相關研究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

6點「更新餐旅系與

休閒系實習室2間設

備」

P3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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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53
數位多媒體

教學系統

1.硬體規格：為求高穩定性與效

能，設備必須使用x86架構之工

業級電腦，需內含作業系統，含

硬碟320G(含)以上,影像輸出至少

需含VGA 和DVI輸出各一組以上

2.需符合CE, FCC, RoHS等安規

認證,檔案播放格式,網頁格式：

支援HTML、JavaScript、CSS、

HTML5格式,動畫檔案：支援

Adobe Flash Player,影像檔案：

JPEG, Image Slide Show,影音檔

1 台        80,000           80,000

放置學生期末成果報

告或影音，增加與學

生們間的良性互動競

爭力

應英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1點「應英系更新

N309多媒體語言教室

設備一間」

P39

54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優規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優規

3.硬碟：950GB(含)優規

4.網 卡：10/100/1000Mbps

5.作業系統：Windows

9 台 26,000              234,000

建置應用實驗室與教

師研究室，主要用途

包含教學、研究、專

題製作、專業證照輔

導培訓等

財金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年度質化目標第

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55
數位電子看

板設備

1.數位電子看板播放器、液晶螢

幕顯示器、無線網路設備、LED

跑馬燈

2.線路拉接與設備整合

1 台      120,000         120,000

增設電子看板播放設

備，結合LEXIS法學

資料庫，同步更新法

學資訊。並提供老師

學生論文發表即時公

告，創造雲端E化教

室

財法所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年度質化目標第

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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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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56
太陽能訓練

實驗設備

1. 特製黃色手提箱以及泡沫塑料

製隔間

2. 可放置實驗儀器與多功能電表

的面板

3. 調光型鹵素燈（低電壓12V）

可於模組上以半圓弧路徑移動，

作為實驗太陽光

4. 電源供應器、電光開關（

dimmer switch）與纜線（mains

fed, input 230 V AC 50 Hz, output

12 V AC）

5. 太陽模組含四個單獨電池與角

度調整器

6. 二個2 mm連接端的多功能電

表

7. 照度量測感測器

8. 負載器含電動馬達與燈泡

9. 儲存器含NC蓄電池、金容器

(GoldCap)與阻隔二極體

3 台 100,000         300,000

1.建置Q302教學實驗

室，強化教學實驗室

之設備。

2.經由教師授課太陽

能與固態照明實驗教

學，使學生對已習得

之基礎電子學與光學

知識，能更融會貫通

於實驗上，協助學生

透過硬體設備了解太

陽能電池的特性，爾

後作研究時，能夠充

分運用此實驗知識及

技術。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57
函數/任意波

形產生器

1.頻率:15MHz

2.標準波形:正弦波,方波,鋸齒波,

三角波,脈波,直流

3.內建任意波:指數上升/下降,負

鋸齒波,sin(x)/x,心跳波

16 台 15,750              252,000

A101 電動機控制與

電力電子實驗室 (增

加新設備)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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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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58  3D成型機

1.列印規格

(1)列印技術：FDM成型

(2)建造體積：25.2 長 X 19.9 寬

X 15.0 高 cm [9.9 X 7.8 X 5.9 英

寸]； 7,522 立方cm[456立方英

寸]

(3)層精度：1um[0.0039英寸]

(4)耗材直徑：1.75mm[0.069英

寸]

(5)耗材通用性：MAKERBOT

PLA (6)大盤耗材：0.9 KG [2.0

磅]

(7)噴嘴直徑：0.4mm[0.015英寸]

(8)列印檔類型：MAKERBOT

2.採用新的，用戶操作介面友好

的3D列印平臺

3.APP和雲端控制

4.USB和網路連接方式確保產品

數據的可靠性

5.完善的擠出控制，運動控制，

外觀機構設計

1 台 160,000         160,000

用於P405電子化經營

管理實習室，透過列

印如紙一樣薄的層創

造專業品質和高解析

度的原型和複雜的模

型。作品表面光滑無

需打磨，為驗證和展

示提供真實的原型和

模型，培養學生創新

思考模式，將其所學

採取多元化製作方式

，應用於實務問題之

研究與探討，且亦可

藉以提升學生資訊科

技的應用能力、競賽

獲獎之機會

管資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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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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59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優規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優規

3.硬碟：950GB(含)優規

4.網卡：10/100/1000Mbps

5.作業系統：Windows

6.23.6吋(含)優規VA（垂直配

向）面板寬螢幕LED背光模組彩

色液晶顯示器(內建防刮玻璃功

能)

9  台        30,686         276,174

建置教學實驗室，經

由雷射應用於光學自

動對焦抬頭顯示系統

之雷射應用系統的訓

練平台、強化教學實

驗室之設備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60 3D列印機

硬體：

1.全自動校正平台

2.列印水平自動補償

3.自動偵測噴嘴高度

4.模型成型尺寸大於:長200mm，

寬200mm，高200mm。

5.成型精度：0.5mm以內

6.傳輸介面：USB

7.配合硬體:PC

8.模型耗材：ABS工程塑膠、

PLA環保塑膠

2 台      100,000         200,000

建置教學實驗室，經

由雷射應用於光學自

動對焦抬頭顯示系統

之雷射應用系統的訓

練平台、強化教學實

驗室之設備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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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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61
3D架構之機

器視覺系統

具工業應用之智慧攝影機、視覺

系統、影像擷取卡、軟體，能進

行3D影像建模、辨識及分析功

能，需包含 FPGA IP 可將 FPGA

用於影像處理，並提供可快速製

作演算法之原型、估算 FPGA 資

源使用率、透過主機和 FPGA

VI、具備影像傳輸 FIFO 等多種

元素完整的3D機器視覺專案

1 套      100,000         100,000

工業機器視覺系統建

置用，可應用於生產

力4.0教學及實驗之用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5點「建置院整合

之特色教學教室」

P39

62 3D掃描系統

1.掃描區域達到13cm x 10cm(微

距模式) ，35cm x 26cm(廣角模

式)

2.物體表面分辨率在微距模式下

為400DPI ，廣角模式下為

150DPI

3.尺寸精度± 0.127mm(微距模式)

，± 0.38mm(廣角模式)。 掃描速

度每秒鐘處理5 個萬點

1 台      270,000         270,000

嵌入式系統課程、機

電整合實驗等，使學

生熟習於從創意到產

品的製作，增加競爭

力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強化教

學實驗室之設備，使

學生熟習於創意到模

型製作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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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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63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優規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優規

3.硬碟：950GB(含)優規

4.網卡：10/100/1000Mbps

5.螢幕：27吋液晶顯示器(含)優

規

6.作業系統：Windows

15 台        31,829         477,435

程式開發使用，搭配

教學授課課程，授課

內容涵蓋基礎程式設

計、網站開發與數位

系統晶片設計概論技

術課程應用

資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量化目標

第2點「 建置穿戴裝

置創新加值實驗室」

P39

64 平板電腦

 1.LED 背光寬螢幕 Multi-Touch

多點觸控顯示器

2.作業系統iOS 9

3.128G Wi-Fi

9 台 21,900         197,100

增加學生製作專題設

備，提升專題製作品

質，提高學生學習能

力，並參加競賽提高

得獎率

資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質化目標第

2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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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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65
POS前台交

易系統

50人版；教育版；永久授權(系

統功能：可與ERP資料庫系統整

合，並包含會員管理、商品預

購、禮卷發行、團務佣金、寄售

商品管理。與後台總部資料傳輸

方式採用BATCH方式回傳，同

時支援離線作業，報表須具備：

商品時段銷售分析統計、信用卡

或其他非現金交易方式對帳單、

會員銷售狀況表、促銷活動效益

分析、抽成分析表、客單價分

析、坪效分析等報表。

1 套 250,000         250,000

可與ERP資料庫系統

整合，並包含會員管

理、商品預購、禮卷

發行、團務佣金、寄

售商品管理。與後台

總部資料傳輸方式採

用BATCH方式回傳

，同時支援離線作業

，報表須具備：商品

時段銷售分析統計、

信用卡或其他非現金

交易方式對帳單、客

單價分析、坪效分析

等報表。

會資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66

LabVIEW程

式語言軟體

(最新版)

Labview 2015或2016最新版，使

用權限：系所版，使用年限：永

久，可能的應用包含 ：1.圖形化

電腦程式語言，

2.自動化量測與處理訊號資料，

3.儀器控制與量測，

4.設計嵌入式監控系統，

5.自動化測試與檢驗系統

6.授權期間:永久

1 套      266,438         266,438

應用於K408實驗室之

自動控制實習及K413

之感測元件與自動控

制課程，同時可作為

系上教師、研究生及

大學生其他課程之教

學及研究等

機械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 點「提升教學

品質」、「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

研究量能」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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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NX CAM電

腦輔助製造

軟體升級9.0

版

二年維護技術服務，包括：

1. CAM Express 9.0主要版本更

新

2. CAM Express on-line不定期小

版次更新

3. 提供即時電話、E-Mail線上技

術服務

4. 提供on-site技術支援服務，包

含模組計有•CAM Express

Foundation;•CAM Express 2.5

Axis Milling (2.5軸銑削);•CAM

Express 3 Axis Milling (3軸銑

削);•CAM Express 5 Axis Milling

(5軸銑削);•CAM Express Turning

(車削);•Wire EDM (線切割和放

電加工)

1 套      210,000         210,000

NX系統是一套高精

度與應用彈性之加工

模擬軟體，主要用於

電腦輔助製造課程，

透過多樣的刀具工序

，可將工件依需求做

有效率的路徑編輯與

規劃，另亦提供多軸

加工之功能，更能符

合目前業界之需求，

降低學用落差之問

題。

機械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 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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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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68
MATLAB 數

值運算軟體

1.具管理程式碼、檔案、和資料

等的開發環境

2.互動式工具能進行重複的開

發、設計和問題解決

3.提供豐富的數學函式，包括：

線性代數、統計、富利葉分析、

濾波器、最佳化和數值積分等

4. 畫圖功能強，可繪製2-D, 3-D,

動畫等，新購模組Simulink，提

供功能強大且擴充性強的模塊函

式庫

5.Concurrent All Platform 網路授

權使用教育版(50  人使用版)

學院授權使用教育版，僅授權於

授與學位之教育單位，適用於

Windows、Unix、Linux、

MAC(All-platform)等跨平台作業

環境

6.授權期間:2年

1 套      650,000         650,000

1.使學生學會

MATLAB語言程式設

計。

2.培養學生使用

MATLAB程式解決電

機電子領域之問題

3.使學生能短期內獲

取廣泛之MATLAB相

關知識

工學院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 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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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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69

數位訊號處

理及單晶片

訊號量測系

統平台

整組系統包含：

1. 雙CPU模組數位訊號處理實驗

平台：含CPU板介面、語音處理

單元、AD/DA轉換單元、

RS232、CAN匯流排埠USB等實

驗模組。

2. EDA/SOPC數位系統開發平

台：含FPGA可程式晶片容量可

達16M bit、SRAM容量

256K*32bit、 FLASH

16M*8bit、SDRAM 16M*16bit

及TFT彩色LCD顯示等。

3. 模組化進階Arduino生理訊號

量測平台：含CPU模組、基本IO

硬體，基本及進階感測器硬體，

可執行多種生理訊號量測實驗。

7 台      113,143         792,000

配合物聯網實驗室，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

可增進學生實務能力

，亦可應用於專題製

作、提升競賽作品之

績效

電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工作計畫第3點

「建置具特色之實習

或實驗室」->105學年

度質化目標第1及2點

「提升教學品質」、

「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P39

70 平板電腦
Windows平板電腦(10吋(含)優規

彩色螢幕)
9 台 14,392         129,528

增加學生製作專題設

備，提升專題製作品

質，提高學生學習能

力，並參加競賽提高

得獎率

資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質化目標第

2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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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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71
二軸機械夾

爪

二夾爪、夾爪範圍 0 to 140mm

抓取力量 10 -110N、一般負載

2.5Kg、

速度 30 to 250 mm/s、電壓範圍

24V、最大電流1A、通訊協定

Modbus TCP、含C++原始程式碼

1 台      260,000         260,000

強化學生實際動手的

熟練度、增加學校與

產業的連結性，讓學

生在校內就可以獲得

就業訓練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72
人因駕駛模

擬機

互動式駕駛模擬軟體一套（在

windows的英文作業系統上執

行）

1. 模擬畫面包含後照鏡(135度示

角)，交通互動設計等情境

2. 駕駛資料收集，包含車道位

移、注意力任務、車速控制、油

門加速度、方向盤角度等資料。

3. 支援撰寫客製化交通劇本，使

用專屬程式語法

驅動控制裝置

1 台   1,200,000      1,200,000

可以用於汽車介面設

計課程與車用產品相

關設計，增進學生設

計之介面可用性
產設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8點「改進創意商

品化製作專業設備1

式」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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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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73

中風者半身

麻痺模擬體

驗組

整組內容如下：

1.拐杖一支

2.腳部模擬器一件

3.腰部支撐帶

4.肘部支撐帶一件

5.背心一件

6.束縛手套一只

7.內附居家生活體驗教學光碟1

片：包含居家生活廁所區、臥

室、書房、客廳等各區域的體驗

模式

3 組        50,000         150,000

1.「高齡者全人照顧

示範教室」使用

2.支援學習環境規

劃、適性科技、高齡

生理學、老人學、照

顧服務理論與實務等

課程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

之同理心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學年度及105學

年度質化目標第1點

「提升教學品質 」

P39

74
力量扭距感

測器

1.測量範圍±150N±15N

2.解析度0.2N0.02N·m

3.通訊介面RS-485，RS-232，

USB

1 組      160,000         160,000

強化學生實際動手的

熟練度、增加學校與

產業的連結性，讓學

生在校內就可以獲得

就業訓練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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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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75
中壓純化系

統

1.四波長輸出及全光譜顯示

2.波長範圍: 200 ~ 600 nm

3.狹縫寬:8 nm

4.液槽可使用在500 ml/min 流速

5.光徑可調0.3, 1.4 , 2,4 mm

6.取點速率:0.5 s; 0.75 s; 1 s or 2 s

(T63 0.3s;0.4s;0.6s;1s)

7.雜訊: ±5 x 10-5 AU

8.操控電腦及軟體

9.收集管數: 30 處

10.試管尺寸: 玻璃漏斗管, 可連

接管子至收集瓶或收集筒

11.時間設定: 1 ~ 86,400 秒

12.螢幕顯示: LED六位數顯示

13.計時方式: 可順時針或逆時針

計時

1 套      450,000         450,000

教學研究用: 加強學

生實際儀器操作能力

，分析條件的設計及

分析結果的判斷，其

可增加學生畢業後就

業能力的提升。另外

預計增加儀器分析之

教學課程。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 「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76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優規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優規

3.網卡：10/100/1000Mbps

4.螢幕：21.5吋液晶顯示器(含)優

規

5.作業系統：Windows

6.蓮騰卡ADV版本

7.SATA III SSD 256GB

57 台 33,402      1,903,914

更新S209A(41

台)/S209B(16台)電腦

教室，主要用途包含

教學、專題製作、專

業證照輔導培訓等

企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量化目標第5

點「更新商管學院2

間基礎實習室」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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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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77
互動式教學

系統

1.jector 65"  互動液晶顯示器2台

2.65"專用活動架(含置物箱及喇

叭)2組

3.經濟互動教室(短焦3500ansi互

動投影機及吸磁式布幕)1組

1  套 200,000         200,000

藉由即時互動式教學

系統的輔助 讓學生觀

摩同儕的實際操作 提

高學習成效

會資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質化目標第

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78 安妮假病人

1.仿東方人種膚色及身高設計，

身長約158公分,體重約13公斤，

特殊合成樹脂(軀幹部為硬質其

他為軟質)

2.軀幹設計可使假人獨自坐姿不

需攙扶(如:坐輪椅及下床動作),上

半身乳房位置採活動式外蓋方便

清潔模型內部及維修,下半身腹

部也採用圓形活動外蓋設計方便

打開觀查透明膀胱內的液體剩餘

量

3.模擬真人骨骼及解剖相關位置

設計，四肢為一體成型無接縫

(包含關節處也無螺絲外露)。手

掌有掌紋,，每根手指關節皆能

彎曲及固定，下肢可觸摸到膝關

節及踝關節,大腿粗、小腿細之

特徵且膝關節能彎曲及固定(可

練習會陰沖洗技術)

1 組      130,000         130,000

1.建置「照顧服務考

照專業教室」使用

2.支援照顧服務理論

與實務、學習環境規

劃、高齡生活環境規

劃、適性科技、高齡

輔具等課程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

規劃生活環境之概念

與設計高齡者活動時

之環境參考

4.身歷實境學習居家

照顧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學年度及105學

年度質化目標第1點

「提升教學品質 」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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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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79 分光光度計

1.單色光器: 高解析能凹面光柵

雙光束

2.波長範圍: 190 -1100nm

3.狹縫: 1.5nm

4.迷光: 0.05% 以下(220nm Nal,

340nm NaN02)

5.波長精度: ±0.3nm

6.波長再現性: ±0.1nm

7.測光範圍: -3至3 ABS；0 -

300%T

8.測光值精度: ±0.002 ABS (0 -0.5

ABS),±0.004 ABS (0.5 -1.0 ABS)

9.測光再現性: ±0.001 ABS (0 -0.5

ABS),±0.002 ABS (0.5 -1.0 ABS)

10.基線平坦度: ±0.0006ABS

11.基線穩定性: 0.0003 ABS/ 小

時(at 500nm)

12.波長掃描速度: 10﹑100﹑200

﹑400﹑800﹑1200﹑2400﹑

3600nm/min

1 台      260,000         260,000

教學研究用: 加強學

生實際儀器操作能力

，分析條件的設計及

分析結果的判斷，其

可增加學生畢業後就

業能力的提升。另外

預計增加儀器分析之

教學課程。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 點 「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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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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80

加熱變形/衛

氏軟化溫度

試驗機

1.符合常用的材料檢測標準

ASTM-D648 ASTM-D1525; ISO-

75 / ISO-306; DIN 53461 /

DIN53460

2.溫度範圍  常溫~300℃

3.一次可測試最少量：3組

4.以電腦系統控制與記錄  5.溫控

誤差值：±0.5℃

6.升溫速率：> 2±0.2℃/min（

HDT）或 > 50±5℃/hr（

VICAT）

7.降溫系統：外部自動進水電磁

閥，水冷式交換器

8.降溫速率：300~50℃約30min

;300~25℃約40min(室溫在25℃

以下)

9.變型量測範圍：

0.001~3.500mm （LVDT感測）

10.樣本跨距：可64mm、100mm

及101.6mm供選擇

11.升溫槽需具攪拌設備

1 台      270,000         270,000

1.用於材料物性檢測

及化學技術實習使

用。

2.工業量測訓練實作

課程使用

3.協助南部地區的塑

膠加工業及塑膠材料

開發廠商進行檢測

4.本項實習課程兼具

實用與理論教學

化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及3點「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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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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81 平板電腦

1.CPU: 第四代Intel i5

2.RAM: 8G

3.Storage: 256G

4.螢幕:12吋ClearTypeFull HD大

型顯示

5.解析度: 2160 x 1440 外觀比例:

3:2

6.作業系統: Win 8.1 Pro

7.觸控: 多點觸控

8.500萬畫素前鏡頭和主相機

20 台        41,000         820,000

程式開發使用，搭配

教學授課課程，授課

內容涵蓋穿戴式、互

動式設備、可攜式設

備與行動裝置課程應

用

資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量化目標

第2點「 建置穿戴裝

置創新加值實驗室」

P39

82 桌上型電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優規

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優規

硬  碟：950GB(含)優規

網  卡：10/100/1000Mbps

螢  幕：21.5吋液晶顯示器(含)優

規

作業系統：Windows

蓮騰卡ADV版本

49 台 30,400      1,489,600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

可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之效能。此外，電腦

設備為本系積極推動

專業證照輔導培訓之

必備的教學設備

休閒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質化目標第

5點「建置院整合之

特色教學教室」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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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連結

83

作業研究最

佳化建模軟

體

1.AIMMS Educational Package

(1)Single License

(2)Network License

2.無變數及限制式數量上限的求

解器

3.授權期間:永久

1 套 198,000         198,000

建置T214模擬實驗室

，教師教學使用模擬

軟體，學生專題製作

及專題競賽使用

行流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3 點

「建置具特色之實習

或實驗室」

->105學年量化目標第

6點「購置與更新商

管專業軟體」

P39

84 車輛診斷儀

1.採用AUTOLAND SCIENTECH

系統主機，以整合本校現有設備

，且為i-SCAN Ⅱwt(含)以上之等

級，可支援OBDⅡ和非OBDⅡ

車系，並可支援DOL線上診斷系

統

2.波形檢測模組須具有示波器和

電錶等模式。示波器模式至少具

有檢測「一般信號」、「各式元

件/感應器」、「發電系統」和

「點火系統」等4項功能；在上

述之「各式元件/感應器」項目

中，須具有AUTO TRIG觸發位

準自動設定的機能，可檢測元件

包含曲軸、凸輪軸、排氣含氧

量、噴油嘴、節氣門位置、

ISC、水温、進氣温度、進氣質

量、點火控制訊號等；而「發電

系統」項目則須能檢查發電機漣

波

8 套      262,500      2,100,000

利用此設備傳授汽車

感測器原理、應用與

檢測與專業診斷儀器

之操作使用。認識各

種不同車種引擎、底

盤與電系所用感測器

之作動原理及控制方

法。引入汽車故障診

斷及排除技術，並教

授引擎及底盤之檢修

等實務技能

機械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 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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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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85
直流電源供

應器 

1.CH1,CH2:0-30V/0-3A可調

2.CH3:2.5V/3.3V/5V固定

3.輸出ON/OFF開關

4.無段式旋鈕調整

5.USB介面

6.四組記憶

7.按鍵保護鎖

8.CH1,CH2可串並聯

32 台 14,115              451,680
A101 電動機控制與

電力電子實驗室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86
桌上型三口

霜淇淋機

1.尺寸：50(w)×67+10(d)×84(h)

cm ± 10%

2.電力：1P-220V-60hz-3.9kw

3.冷卻方式：氣冷式

4.給料方式：重力落料

5.原料槽容量：12公升×2槽

6.冷凍缸容量：2公升×2槽

7.每小時產量：40 kg

8.每小時甜筒產量：533支 (75g/

支)

1 台 399,992         399,992

飲料與吧檯管理或飲

料製備等課程材料製

備用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

6點「更新餐旅系實

習教室設備」

P3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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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87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優規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優規

3.硬碟：950GB(含)優規

4.網卡：10/100/1000Mbps

5.螢幕：23.6吋液晶顯示器(含)優

規

6.作業系統：Windows

8 組 26,789         214,312

增加學生製作專題設

備，提升專題製作品

質，提高學生學習能

力，並參加競賽提高

得獎率

資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質化目標第

2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

P39

88
活動式乾式

腦波系統

1.感測器位置：六個主動式乾式

電極的夾具和(1)掛耳活性(2)個

乾式電極的earclips

2.共模跟隨：共模跟隨參考傳感

器

3.接地：接地電極

4.腦波帽：BraiNet安置帽允許用

戶選擇的任何位置

5.放大器/數位轉換器：一個7通

道功放大氣和數位轉換器

6.無線通訊: 藍牙

7.運行時超過12小時

8.腦波帽重量：200克

9.無線傳輸範圍：10米

10.數位輸入：4位元輸入

11.類比轉數位轉換器：16位

12.類比轉數位解析度：0.317uV

1 套 360,000            360,000

強化A302實驗室，讓

學生擁有生醫訊號處

理的能力，增進產學

合作之能力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

「建置具特色之實習

或實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5點「建置院整合

之特色教學教室」

P3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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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89 流變儀

1.馬達為空氣驅動式電子整流無

刷式馬達，搭配高精度光學編碼

器，具有正向力感測器，可精準

調整正向力

2.可用USB或網路線直接連接操

作電腦     4個連接口以驅動外部

連接裝置及輸出數據

3.規格 : 最大扭力 : 200 mNm、

最小扭力： 轉動 : 10nNm、最小

扭力：震盪 : 2 nNm、 扭力解析

度 : 0.1 nNm、偏轉角 : 0.1 ~∞ μ

rad、偏轉角解析度 : 10 nrad、階

段速率: 5 ms   階段應變 : 10

ms、最小角速度 : 10-9 rad/s

4.簡易量測及控溫系統連接，包

括所有的量測系統及溫控配件均

設計以快速接頭方式連接，能快

速完成更換。

1 套   1,900,000      1,900,000

1. 用於探討高分子流

體之流變形為

2.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

，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化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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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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90
訊號擷取系

統

1. 雙核心處理器

2.4 槽式 3U PXI Express 機箱

3.16 個類比輸入、500 kS/s 取樣

率、16 位元解析度、±10 V

4.2 個類比輸出、900 kS/s 取樣

率、16 位元解析度、±10 V

5.24 個數位 I/O 通道

6.4 組 32 位元計數器/計時器，

適用於 PWM、編碼器、頻率、

事件計數

1 套      400,000         400,000

透過訊號擷取系統，

可直接應用於穿戴式

系統，將系統內感測

器所感測到的物理量

，擷取並轉換出來，

進一步更能傳遞給後

續應用之平臺。

電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

「建置具特色之實習

或實驗室」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2點 「整合資工

系、電機系、電子系

建置穿戴裝置創新加

值實驗室1間」

P39

91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優規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優規

3.硬碟：950GB(含)優規

4.網卡：10/100/1000Mbps

5.作業系統：Windows

6.SATA III SSD 256GB

30  台 27,063         811,890
建置RFID實驗賣場設

備
行流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

「建置具特色之實習

或實驗室」

->105學年質化目標第

5點「建置院整合之

特色教學教室、量化

目標7點「更新及提

升商管學院教師教學

與研究設備」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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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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92

嵌入式系統

Android開發

板

ARM Cortex A8 核心，含WIFI模

組、GPS模組、3G模組、Camera

模組等

10 台        25,000         250,000

配合物聯網實驗室，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可

增進學生實務能力，

亦可應用於專題製

作、提升競賽作品之

績效

電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93
專業級攝影

用冷光燈組

1.攝影用大型冷光燈1組(四管U

型燈管、可獨立控制每一燈管、

蜂巢型柔光板、40"C型腳架)

2.攜帶型液晶監看螢幕1組(7吋高

解析LCD螢幕、HDMI輸入輸

出、可拆式遮光罩、1mHDMI傳

輸線、通用型轉接座、充電式大

容量鋰電池5顆)

2 組      107,450         214,900

添購影視用專業設備

，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資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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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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94
高效能液相

層析儀

1.5110 幫浦

(1)操控鍵盤     x 1

(2)60 W 電源   x 1

(3)4 通道梯度裝置   x 1

(4)6 Channel 除氣裝置 x 1

2.5430 DAD 偵測器

60 W 電源   x 1

3.手動注射器

4.IFC 操控介面及軟體

5.操控電腦 (CPU 3.2G , 4 GB 記

憶體, 1 TG 硬碟, 光碟機及滑鼠,

20吋液晶螢幕)

6.RP-18 GP 250x4.6mm 管柱

7.穩壓器 220V 及斷電保護裝置

8.中英文操作說明書

9 25 ul 微量注射針

1 套      950,000         950,000

1.教學研究用：加強

學生實際儀器操作能

力，分析條件的設計

及分析結果的判斷，

可增加學生畢業後就

業能力的提升

2.預計增加儀器分析

之教學課程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 點 「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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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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95
帶鼻胃管假

病人

1.仿東方人種膚色及身高設計，

身長約158公分,體重約13公斤，

特殊合成樹脂(軀幹部為硬質其

他為軟質)

2.軀幹採用上下半身2段式設計

可使假人獨自坐姿不需攙扶(如:

坐輪椅及下床動作),上半身乳房

位置採活動式外蓋方便清潔模型

內部及維修,下半身腹部也採用

圓形活動外蓋設計方便打開觀查

透明膀胱內的液體剩餘量

3.模擬真人骨骼及解剖相關位置

設計，四肢為一體成型無接縫

(包含關節處也無螺絲外露)。手

掌有掌紋,，每根手指關節皆能

彎曲及固定，下肢可觸摸到膝關

節及踝關節,大腿粗

1 組      118,000         118,000

1.建置「高齡者全人

照顧示範教室」使用

2.使用課程：照顧服

務理論與實務、學習

環境規劃、高齡生活

環境規劃、適性科

技、高齡輔具等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

規劃生活環境之概念

與設計高齡者活動時

之環境參考。

4.身歷實境學習居家

照顧。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學年度及105學

年度質化目標第1點

「提升教學品質 」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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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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96
高齡者模仿

體驗組

整組內容如下：

1.腳部固定物一組

2.腳部四格式加重物*2

3.膝蓋支撐物*2

4.拐杖*1

5.手腕三格式加重物*2

6.肘部支撐物*2

7.背心*1

8.身體加重物*4

9.模擬老化眼鏡*1

10.模擬駝背帶*1

11.棉製白布手套*1雙

12.半截式彈性手套

13.補強用魔術貼布*1

14.小錢包*1

15.手提箱*1

16.體驗教學光碟1片

3 組        55,000         165,000

1.「高齡者全人照顧

示範教室」使用

2.支援學習環境規

劃、適性科技、高齡

生理學、老人學、照

顧服務理論與實務等

課程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

之同理心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4學年度及105學

年度質化目標第1點

「提升教學品質」

P39

97
智慧家庭模

擬實驗平台

1.工作頻率20MHZ以上

2.Flash (Kbytes)：32 Kbytes

3.USB介面

4.網路介面：提供遠端監控資料

蒐集需求

5.藍芽介面：可使用藍芽SPP模

式與Android的手機或平板做連

接通訊

6.提供Zigbee網路PC應用程式監

控多組感測、遠端控制

2 台      100,000         200,000

配合物聯網實驗室，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可

增進學生實務能力，

亦可應用於專題製

作、提升競賽作品之

績效。

電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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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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98
智慧照明實

驗開發平台

1.主通訊開發板 Opamp for LED

current feedback

2.9-12V Power Supply Input

3.LCD display & push button user

interface

4.4-channel constant current

control with RGBW color mixing

and dimming

5.數位可定址照明介面：

(1)DALI Adapters、(2)RJ45

connectors

10 台        25,500         255,000

配合物聯網實驗室，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可

增進學生實務能力，

亦可應用於專題製

作、提升競賽作品之

績效。

電子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99 筆記型電腦

1.1.6GHz 雙核心 Intel Core i5,

2.4GB 1600MHz LPDDR3 記憶

體

3.720p FaceTime HD 攝錄鏡頭

4.256GB PCIe 快閃儲存

5.13.3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鏡面

寬螢幕顯示器

6.作業系統: OS X

20 台        34,300         686,000

iOS APP程式開發使

用，搭配教學授課課

程，授課內容涵蓋基

礎iOS程式設計、網

路程式設計、網站開

發技術課程應用

資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量化目標

第2點「 建置穿戴裝

置創新加值實驗室」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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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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00
虛實網路感

知量測系統

具工業應用之低功率且效能穩定

的無線感測器網路、含感測平台

配備電池充電的節點，具有工業

級認證、穩定的通訊功能，可滿

足多種量測與監控應用

1 式      130,000         130,000

工業自動化感測用，

可應用於生產力4.0教

學及實驗之用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5點「建置院整合

之特色教學教室」

P39

101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以上

2.記憶體：4GB DDR3

SDRAM(含)以上

3.硬碟：950GB(含)以上

4.網卡：10/100/1000Mbps

5.作業系統：Windows

6.23.6吋VA面板寬螢幕LED背光

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防刮玻璃

功能)

46 組        28,273      1,300,558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

可增進專業證照輔導

培訓、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視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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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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02 塗佈機

1.有效塗佈範圍：300mm *

500mm

2.塗佈速度為 100mm-

500mm/min

3. 速度顯示：電子式數顯

1 台 132,000            132,000

在電工學及電路學教

學中讓學生能實際了

解電池以及電容之正

負極塗佈製造過程

機械系

A4-2 推動競賽導向之

務實專題製作

->工作計畫第1 點 「-

>工作計畫第1點「持

續推動師生參與全國

性各項競賽」」

->104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點「培養學生理

論知識與實務技能整

合之經驗與能力」

P38

103
感測教學實

驗設備

實驗套件(單套)模組內含：IC溫

度感測實驗、RTD溫度感測實

驗、應變計感測實驗、近接位置

感測實驗、旋轉角度感測實驗、

壓力感測實驗、磁感測實驗、

V/F轉換器感測實驗、F/V轉換器

感測實驗(轉速感測實驗)、超音

波距離感測實驗、液位感測實驗

4 套        72,500         290,000

感測器教學實驗，增

進學生瞭解各類感測

器架構，能針對不同

的場所與目的，正確

的使用感測器來進行

量測

機械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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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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04 資訊軟體

威力導演14旗艦教育版系所授權

，永久授權。內含影片剪輯及設

計工房工具(運動攝影工房 、動

態追蹤、轉場設計師、創意主題

設計、高效率影音創作環境、專

業影片特效及內容套件(內容套

件進階版、NewBlue Video

Essentials7、proDAD Adorage 1)

1 套 136,000         136,000

提供學生實習有關微

電影處理、網路廣告

等課程使用，提高學

生學習興趣，厚實產

學合作、競賽之品質

管資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105 桌上型電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優規

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優規

硬  碟：950GB(含)優規

網  卡：10/100/1000Mbps

作業系統：Windows

附加品項：記憶體

8 台 30,000         240,000

增加學生製作專題設

備，提升專題製作品

質，提高學生學習能

力，並參加競賽提高

得獎率

管資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2點「提升學生實

務能力」

P39

106
運動網控系

統

具工業應用之軟體設計效能控制

器、至少具有8 槽式 EtherCAT

附屬機箱、2 組以上乙太網路埠

，可以菊鏈方式連接更多

EthetCAT 附屬機箱

1 套      150,000         150,000

工業自動化控制用，

可應用於生產力4.0教

學及實驗之用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5點「建置院整合

之特色教學教室」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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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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07 零售專家

模擬軟體server版一套，可同時

接受電腦連線/  授權期間:永久授

權

1.教師端可設定經營條件、成果

分析及教學控管(團體學習)。

2.學生端可自由控制學習進度及

操作或由教師端控制進度。

3.線上學習功能及輔助教材。

4.3D動畫導覽及學習。

5.人機互動式學習介面。

6.報表功能：畫面報表自動產生

/ Excel報表產生器 / Flash報表。

報表功能可以數字、圖形及動態

多種方式顯示。

1 套 200,000         200,000

教師教學使用模擬軟

體，學生專題製作及

專題競賽使用

行流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 點

「工作計畫第3點

「建置具特色之實習

或實驗室」

->105學年量化目標第

6點「購置與更新商

管專業軟體」

P39

108 桌上型電腦

1.處理器：Intel Core i5(含)以上

2.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以上

3.硬碟：950GB(含)以上

4.網卡：10/100/1000Mbps

5.螢幕：23.6吋液晶顯示器(含)以

上

6.作業系統：Windows

5 台 26,686              133,430
更新教學設備，提升

教師及學生教學品質
應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

化目標第1及2點「提

升教學品質」、「提

升學生實務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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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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09
雷射光束分

析儀

1. 1/1.8" 格式(format), 脈衝及連

續波雷射(pulsed and CW lasers),

adjustable ROI

2.感測波段(Spectral Response)

190 - 1100nm

3. 感測區域(Active Area) 7.1mm

W x 5.4mm H

4.像素間隔(Pixel spacing) 4.40μm

x 4.40μm 

5.有效像素數目(Number of

effective pixel) 1600 x 1200  

6.最小動態範圍(Minimum system

dynamic range) 62 dB   

7.功率線性度(Linearity with

Power) ±1%

1 台      200,000         200,000

建置Q302、Q502教

學實驗室，經由雷射

應用於光學自動對焦

抬頭顯示系統之雷射

應用系統的訓練平

台、強化教學實驗室

之設備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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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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10
雷射光譜與

實驗套件

1.感測模組: 2048 pixel CCD

2.動態範圍: 2000:1 with 6

decades

3.偵測範圍: 190-850nm

4.像素呎吋:14 um x 200 um

5.像差校正光柵類型:

Holographic, 590 g/mm

6.訊躁比:1000:1,

7.階段濾波器:   Integrated multi-

band

8.雜散光:0.02% at 435 nm; 0.2%

at 200 nm

9.激發光波長 : 385nm

10.輸出功率 : ~10mw@400um 光

纖輸出

11.半高寬(FWHM):10nm

1 組      200,000         200,000

建置Q302、Q502教

學實驗室，經由雷射

應用於光學自動對焦

抬頭顯示系統之雷射

應用系統的訓練平

台、強化教學實驗室

之設備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

驗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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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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11
雷射應用實

驗訓練模組

1.二極體雷射 30.0mW @ 650nm

及光學附件

2.工作電流： 5.0 ± 0.5 mA 工作

電壓： 小於 1700V

3.電源：AC110V  50-60 Hz

4.外型尺寸： 370 x 120 x 335

mm, 5.重量： 6 kg ﹝主 機：4 kg

﹞

6.實驗項目：

(1)光的傳播、反射及折射定律

(2)平面鏡的反射

(3)潛望鏡、照相機、顯微鏡原理

(4)球面鏡的反射、折射

(5)放大鏡、望遠鏡原理

(6)近視眼矯、遠視眼矯原理

(7)光的干涉

(8)狹縫、菲涅爾、光柵及孔之繞

射  (9)雷射光、偏振光實驗

7 台        59,852         418,964

建置教學實驗室，經

由雷射應用於光學自

動對焦抬頭顯示系統

之雷射應用系統的訓

練平台、強化教學實

驗室之設備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3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提升

教師研究量能」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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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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12
電腦雲端管

理系統

1.管理系統架構在微軟作業系統

，可支援WIN 10，無須架構在

Server版本，增加成本，但如需

使用Server版本可支援

2003,2008,2012。

2.系統內部提供DHCP服務(無需

另外安裝程式)、AD網域支援、

遠端控制(喚醒及關機)、流量限

制管理及IP設定(固定或虛擬)之

網管功能。

3.系統操作介面採Windows視窗

化管理介面讓管理者容易操作，

且顯示終端電腦離線及連線、開

機時間、及(單機或全部)網路流

量監看。

4.系統支援遠端連線操作功能

(無需外掛遠端連線程式,

如:TeamViewer、VNC)，畫面及

操作不延遲，並同步執行服務器

所有功能。

5.授權期間:永久

1 套      370,000         370,000

增加
L405(50u),L406(81u),

L310(65u)電腦實驗室

設備，提升老師教學

品質，提高學生學習

能力

資管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4點

「建構校園雲端服務

設施」

->105學年質化目標第

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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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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13
影音串流系

統

內含差異防毒版還原卡， 支援

15個開機系統， 防ARP攻擊 ，

支援差異拷貝，支援斷線續傳，

三年保固 (含還原卡安裝、資料

移轉、系統設定)

1 套 123,100         123,100

供大學部資訊課程教

學使用(D301電腦教

室)，提高學生學習

效果、強化教學之設

備

管資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年度工作計標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

驗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第2

點「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P39

114 數位示波器

1.頻寬：100MHz

2.通道：2

3.取樣率：2GSa/s

4.記憶體：100k

5.顯示器：

8.5"WVGA,800*480,64灰階

6.顯示器：

8.5"WVGA,800*480,64灰階, 波

形更新率:50,000波形/s

6 台 35,000              210,000
A101 電動機控制與

電力電子實驗室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及2點「提升教學

品質」、「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

P39

115
鋰電池充放

電機

1.電流範圍 5mA~50mA

2.電壓範圍:0~5V

3.八測試通道

1 式      100,000         100,000

在電工學及電路學教

學中讓學生能實際了

解電池以及電容之特

性。並讓學生實際操

作電路學實驗

機械系

A4-2 推動競賽導向之

務實專題製作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4學年度質化目標

第1點「培養學生理

論知識與實務技能整

合之經驗與能力」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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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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16 蔬果清洗機

1.設備尺寸450x210x300mm

2.設備尺寸含水龍頭：無

3.電源/額定電流：1φ110V/220V-

60Hz  2A/3A

4.消耗功率：0.55KW

5.清洗槽容水量：可處理40L的

水量

6.微細氣泡產生量(SMB Mode)：

15 L/min±5

7.水柱產生量(SPA Mode)：無

8.微細氣泡進水口管徑：1/2”

NPT

9.微細氣泡出水口管徑：1/2”

NPT

10.給水管徑：1/2”NPT

11.清洗槽排水管徑：無

12.溢流孔排水管徑：無

2 台 60,000         120,000

配合本系專業課程於

調酒、中餐烹調、西

餐烹調實作課程於實

作教室食材殺菌保鮮

使用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

6點「更新餐旅系實

習教室設備」

P39

117 繪圖晶片卡

1.記憶體 4GB GDDR5

2.記憶體介面128 位元

3.記憶體頻寬80 GBps

4.處理器核心640

5.最大功耗68W

6.顯示器接頭 DisplayPort x 2、

DVI-I x 1

7.Shader Model 5.0

43 張        13,100         563,300

1.因應本系3D動畫視

覺特效、遊戲引擎特

效等課程與人培室使

用，可供學生大幅練

習實務實作與模擬能

力 ，提升3D成像運

算速度，增強學生學

習成效與產學成就

2.可支援課程教學與

實作、專題課程製

作、產學建教合作等

課程使用

多樂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年度工作計標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

驗室設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9點「提升互動媒

體設計專業設備1

式」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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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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18
攝影用專業

收音組

1.領夾無線麥克風組1組

2.指向性麥克風組1組(電容式指

向性麥克風、避風罩、兔毛、避

震手把、20mXLR音源線)

3 組        65,000         195,000

添購影視用專業設備

，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資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年度工作計標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

驗室設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119
攝影用鏡頭

燈光組

1.LED單顆立燈組(5500KLED

燈、可調整色溫亮度、可拆式柔

光罩、三節式燈架、14.8V充電

式電池1顆)

2.17-55mm F2.8廣角變焦鏡頭

(canon系統專用)

2 組        65,000         130,000

添購影視用專業設備

，可增進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作品、產學

合作之績效

資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

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善各系實習實驗

室設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

第3點「提升影像編

輯與後製專業設備1

式」

P39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合計 43,9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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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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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餘款1
光型量測

系統

光性測試

光譜儀 光學解析度: 1.5nm

介面: USB2.0  AD 解析度/速

度: 16 BIT/ 500KHZ,   雜散

光: 0.05 % @ 600nm   波長範

圍: 380~850nm  積分時間:

1~10000mS  光纖: 600um

core, 1 meter long CIE x y 準

確度: +/-0.0020  再線性: +/-

0.0005 IV (亮度) 線性度:

>98%   準確度: +/-3%  再現

性: +/-1% Pe (光功率) 線性

度: >98%   準確度: +/-3%  再

現性: +/-1% WLD（主波長）

準確度: 1nm (單色光)  再現

性: 0.3nm (單色光) WLP (峰

波長) 準確度: 1nm (單色光)

再現性: 0.3nm (單色光) CCT

(相關色溫) 色溫範圍：

1500K~25000K  準確度: 3%

再現性: 1% CRI (演色性)

      1  台     250,000      250,000

1.建置Q501教學實驗室

，經由應用此光源光型

量測系統於雷射與準直

光源系統量測，強化光

電教學實驗室之設備。

2.經由教師授課基礎光學

實習、基礎光學設計、

應用光學實習實驗教

學、專題製作、專業證

照輔導培訓等課程，使

學生對已習得之基礎光

學知識，能更融會貫通

於實驗上，協助學生透

過硬體設備了解雷射光

的特性及光學元件對雷

射光傳播特性的影響及

一般準直光源特性。於

爾後作研究時，能夠充

分運用此實驗知識及技

術。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3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

P39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款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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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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2
超短焦互

動投影機

1.液晶板系統: 0.63" TFT

LCD x 3片(無機面板)

2.解析度: XGA 1024x768(可

支援UXGA 1600x1200)

3.亮度: 3000 ANSI 流明

4.對比: 4000:1

5.燈泡: 215W UHP (一般模

式3000hr / 省電模式5000hr)

6.影像輸入: Composite

Video: RCA jack x 1 /

Component Video: via Mini-

Dsub x 2 / S-Video:Mini Din

4-pin x 1

7.電腦訊號輸入: 類比RGB:

D-sub 15pin x 2、HDMI x 1

8.控制介面: RS232(9-pin

Dsub) x 1、RJ-45 x 1

1 套 32,215           32,215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學設

施
商管學院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1 點 「改

善教室之ｅ化教學設

施」

->105學年度內容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標餘款3

英文檢定

速記字彙

軟體

1.多益TOEIC字彙-系所授權

版本

2.授權期間:永久

1 套 100,000      100,000
1.教師上課使定教材

2.學生自修使用
國企系

標餘款4
專業英文

字彙軟體

1.商用英文專業字彙-系所授

權版本

2.授權期間:永久

1 套 100,000      100,000
1.教師上課使定教材

2.學生自修使用
國企系

A2-3 推動英語自主、 行

動與全球溝通學習

->工作計畫 「推動英文

能力普測」

->105學年度內容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學生英語

自主學習動機」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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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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5
類單眼數

位相機

1.有效像素 約 2010 萬像素

2.ISO範圍 125-12800

3.鏡頭焦段 自動對焦約 5 公

分至無限遠 (廣角端)、約 30

公分至無限遠 (望遠端)

4.螢幕解析度 0.39 吋電子觀

景窗 (OLED)

3      台 23,980           71,940

標餘款6 攝影機

1.26.8mm廣角

2.1/3. 95Exmor CMOS感光元

件

3. 12X光學

4. BIONZ X 影像處理器

5.BOSS全方位防手震

6.內建WIFI+NFC

      3 台 32,000           96,000

標餘款7
電動式投

影布幕

1.布幕尺寸：8呎x10呎含以

上2.布幕材質：蓆白-pvc玻纖

維膠合複層式底幕，定向排

列縱橫式交織，表面批覆高

對比光學乳膠，可拂拭清洗

1      台 40,000           40,000

標餘款8
桌上型中

階電腦

處理器：Intel Core i5(含)以

上

記憶體：8GB DDR3

SDRAM(含)以上

硬  碟：950GB(含)以上

網  卡：10/100/1000Mbps

螢  幕：21.5吋液晶顯示器

(含)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

      1  台      26,260       26,260

1.讓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

程的學生有見習、實習

的場所

2.透過該服務中心以強化

本學士學位學程的市場

差異特色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學年度及105學年度

質化目標第1點「提升教

學品質 」

高齡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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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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9 投影機

至少為以下規格：

尺寸：34.5 x 26.3 x 10.7

重量：3.3kg

明暗對比度 2500:1

亮度/色彩亮度4000流明，

XGA

快速開機/0秒關機，具備

USB介面傳送投影

支援無線模組擴充

AV-Mute 滑蓋功能，密碼保

護功能

1       台      41,931       41,931

標餘款10 擴大機

1.TAYATA TA-600擴大機

2.內附喇叭一組(GINKGO

GK-1028)

3.加長型吊架

4.無線麥克風*2+有線麥克風

*2

1       台      40,000       40,000

標餘款11
電動式投

影布幕

布幕尺寸：8呎x10呎含以上

，布幕材質：蓆白-pvc玻纖

維膠合複層式底幕，表面批

覆高對比光學乳膠，可拂拭

清洗。驅動馬達：高扭力軸

心式馬達-搭配行星齒輪直接

驅動方式，捲軸轉動超靜音

設計，螢幕上下限位準設定

裝置，具馬達過熱自動斷電

保裝置，通過CE認證

      1  台      50,000       50,000

1.建置「照顧服務考照專

業教室」使用

2.可支援照顧服務理論與

實務、學習環境規劃、

高齡生活環境規劃、適

性科技、高齡輔具等課

程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規劃

生活環境之概念與設計

高齡者活動時之環境參

考

4.身歷實境學習居家照顧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教學品質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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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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12 Rotor 轉子

細胞低速離心機專用轉子，4

孔水平懸浮式轉子：放置

15ml、50ml離心管，最大

RCF：4,053，工作起始所需

時間：30sec，停止所需時

間：32sec，最低工作溫

度：-7度C。

固定交度式轉子：放置96孔

盤(D x W x H in mm :

86x128x17.5，最大RCF：

1,896，工作起始所需時間：

20sec，停止所需時間：19sec

，最低工作溫度：-16度C。

      1 套     100,000      100,000

1.教學研究用: 強化教師

研究能力與學生儀器操

作能力，提升儀器分析

能力及精準度，其可增

加學生畢業後就業能力

的提升

2.使用於學生專題研究之

教學課程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及3點 「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究

量能」

P39

標餘款13

Trends專

利檢索暨

分析管理

平台

1.專業版(可20人同時上網)

2.設計五大模組功能

3.Web作業平台

4.自動化監控設計機制

5.授權期間:2年

      1 套 100,000      100,000

提升學生專利分析的能

力，強化智慧財產權管

理能力。產品可用於科

技產業分析、經營策略

管理、技術預測與評

估、電子商務經營模式

管理等

管資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2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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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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14
油品分析

儀

1.總極性物質（TPM）測量

範圍：0.5～40％

2.溫度範圍：40℃～200℃

3.精確度：±2.0TPM    ±1.5℃

1 台 32,000       32,000

 用於本系餐飲衛生安全,

營養學,感官品評等課程

教學實習用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6

點「更新餐旅系實習教

室設備」

P39

標餘款15 封口機

飲料封口用：

13產能(杯/時)：400 容杯

2.附四卷以上封膜

1 台 35,000       35,000

 用於飲料製備等飲料調

製相關課程，飲品製作

封口用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6

點「更新餐旅系實習教

室設備」

P39

標餘款16
盆型細切

機

馬力：1/4HP.容量：約 3 L.

電源：1 ∮ 110V.43*53*45

cm ±3%

1 台 50,000       50,000

 用於本系中餐實習課

程、基礎烹調課程研發

設計，增加學生學習機

會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6

點「更新餐旅系實習教

室設備」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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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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17
數位多媒

體播放器

提供三種播放模式，可同時

呈現區塊和全螢幕數位海報

內容

支援1080p Full HD影片、

Flash® 動畫、HTML5網頁、

AV-in影音輸入

連結兩台螢幕並支援二種訊

號輸出模式：單一、複製模

式

1 台 60,000       60,000

運用於系學會及本系餐

旅週活動及各類宴會活

動並結合餐旅督導課程

等各類活動辦理時使用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6

點「更新餐旅系實習教

室設備」

P39

標餘款18 投影機

1. 顯示裝置：德州儀器DLP

™ 技術 / 0.65” WXGA DMD

晶片

2. 解析度：真實解析度: 1280

×800 (WXGA) 支援PC訊號

可達UXGA(1600×1200)60Hz

3. 亮度：4,500流明。

4. 對比度：20,000:1。

5. 燈泡壽命：7000小時

(ECO+模式) / 5000小時 (標

準模式) / 3000小時 (明亮模

式)。

6. 輸入端子：HDMI 1.4a×1

，VGA輸入(YPbPr/RGB) ×2

，合成視訊×1，Mini-jack 立

體聲輸入×2，3D VESA 同步

連接埠×1，Mini-jack 立體聲

輸出×1，VGA輸出×1

      3  台      37,000      111,000

提升學生外語簡報能力

並且是參加各類演講、

辯論比賽最佳訓練設備

應英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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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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19

數位化互

動式教材

顯示器

1.有效區域： 1663mm X

1170mm

2.核心技術：紅外線感應技

術

表面材質:高強度、低反射材

料、高耐磨損

3.解析度：4,096 X4,096

4.光標速率：180 points/s

5.電腦介面： 採用USB介面

6.硬體按鈕設計：左右兩邊

各有12個手觸式硬體快捷按

鈕，提供上一頁、下一頁、

螢幕書寫、IRS即時反饋、實

物提示機、硬筆、螢光筆、

挑人、復原(Undo)、橡皮

擦、書寫/視窗操作切換等功

能

3      台      33,500      100,500

智慧化互動式數位看板

觸控整合，強化學生課

程後記憶，記錄不同教

學活用授課活潑性

應英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1點「應英系更新N309多

媒體語言教室設備一間

」

P39

標餘款20
滅菌電解

水製造機

1.次氯酸產生濃度>2000ppm

2.手動批次式產製,每批次生

產 5 公升 2000ppm 次氯酸水

3.電壓 110V

4.每批次產製時間 20 分鐘

5.保固期限:系統在正常運作

使用下,本體保固 1 年;電解器

保固半年

1 台 98,000       98,000
 用於實作課程器具之殺

菌消毒，提高衛生安全
餐旅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4學年量化目標第6

點「更新餐旅系實習教

室設備」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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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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21
個人電腦

含螢幕

1.處理器：Intel Core i7(含)以

上

2.記憶體：4GB DDR3

SDRAM(含)以上

3.硬碟：950GB(含)以上

4.網卡：10/100/1000Mbps

5.作業系統：Windows

6.23.6吋VA面板寬螢幕LED

背光模組彩色液晶顯示器(防

刮玻璃功能)

10 組      29,375      293,750

教師課程教學使用,可增

進專業證照輔導培訓、

學生專題製作、競賽作

品、產學合作之績效

(T0811高階電腦動畫教

室)

視傳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學年度量化目標第

8點「精進影像創意製作

(含編輯與後製)人才專業

設備1式」

標餘款22
超短焦互

動投影機

4000ANSI 流明(含)以上，

WXGA
      2 台 28,244           56,488

改善教室之ｅ化教學設

施
應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標餘款23
筆記型電

腦

一般型筆記型電腦第4代

Mobile Core i7 2.2GHz

(Windows作業系統) (15吋)

      2 台 29,746           59,492
更新教學設備，提升教

師及學生教學品質
應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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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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24

數位日語

線上檢定

題庫

日語線上檢定題庫(N3)

課程學習：(1)言語知識(2)言

語知識、讀解(3)聽解

 授權期間:永久授權

      1 式 330,000        330,000

數位日語線上檢定題庫

是以新制日檢需求規劃

模擬檢定題庫，同學們

可以在課餘的時間，利

用此平台多次反覆模擬

考試，測驗後有成績回

饋、學習分析與精闢的

考題分析，以累積同學

的檢定實力。

應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標餘款25
成人異物

哽塞模型

整組內容如下：

1.仿成人上半身軀幹

2.可練習如何清除氣道內的

阻塞物

3.可做哈姆立克急救訓練

      1  式      25,000       25,000

標餘款26 沙發組

廠商出品即為整組，內容如

下：

1.皮沙發組2.大茶几3.小茶几

1      組 50,000           50,000

標餘款27 書櫃

1.鋼木書櫃2座;每座尺寸

90X48X185cm尺寸公差：±

10%

2.每座上下櫃，下櫃鋼木門+

上櫃玻開木紋鋼木櫃

      1 座 50,000           50,000

P39

1.建置「照顧服務考照專

業教室」使用

2.可支援照顧服務理論與

實務、學習環境規劃、

高齡生活環境規劃、適

性科技、高齡輔具等課

程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規劃

生活環境之概念與設計

高齡者活動時之環境參

考

4.身歷實境學習居家照顧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教學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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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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28

HPLC 六

通道溶液

除氣裝置

1.六通道獨立除氣通道

2.可搭配Hitachi Chromaster

HPLC
      1 台      95,000       95,000

教學研究用: 強化教師研

究能力與學生儀器操作

能力，提升儀器分析能

力及精準度，其可增加

學生畢業後就業能力的

提升。使用於學生專題

研究之教學課程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 及3點「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

P39

標餘款29

HPLC 四

組溶液 梯

度 裝置

1. 四通道獨立溶液通道

2. 高壓混合器

3. 4組電磁閥

4. 梯度範圍:5%~95%

5. 可搭配Hitachi Chromaster

HPLC

      1 台      95,000       95,000

1.教學研究用: 強化教師

研究能力與學生儀器操

作能力，提升儀器分析

能力及精準度，其可增

加學生畢業後就業能力

的提升

2.使用於學生專題研究之

教學課程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及3點 「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

P39

標餘款30
雷射測距

系統

1.0 to 100 meter detection

rangen

nterfaces USB, RS-485, CAN,

UART

2.Rapid data acquisition time up

to 50 Hz，0到100m偵測範

圍、通訊界面USB、Can介

面、RS485介面、UART介面

，軟體發展套件SDK、偵測

速率50Hz

      1 臺     100,000      100,000

強化學生實際動手的熟

練度、增加學校與產業

的連結性，讓學生在校

內就可以獲得就業訓練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及2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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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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31 高爾槌球

規則區與變形區以藍、紅、

黃為底色，白色框線，內有

標示得分數字。

1.競賽墊：

2.高爾槌球桿：

3.高爾槌球用球

4.收納袋：內含槌球收藏暗

袋二個

5.附教學光碟內容共有5段影

片

1 組 85,000           85,000

標餘款32 賓果投擲

a.材質：木製

b.尺寸：850mm×585mm×55㎜

(不含支撐木棒、得分木棒高

度)

c.可搭配高爾槌球地毯使用

，得分架可放置於槌球之規

則區之分數方格，方便於得

分時計分使用

2.支撐木棒：長度200mm(不

含螺絲) 外直徑30㎜ 共4支、

原木色

      2  組      36,000       72,000

規劃為樂齡大學、樂齡

自主學習班、高齡休閒

教育中心、高齡回憶錄

中心等相關單位及課程

活動使用，使學員透過

歌唱、伴舞及運動不僅

與友同樂，更具有養生

功效

高齡學程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點「提升教學品質 」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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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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33

光譜儀光

電原理教

學實驗

1.寬頻白光 LED X5

2.可調整手動狹縫：8-32 Tap

x1

3.反射式繞射光柵：1200/mm,

500 nm Blaze x1

4.反射式繞射光柵：600/mm,

500 nm Blaze x1

5.F2 等邊色散菱鏡 x1

6.白色光測屏幕 x1

7.雷射安全屏幕：305 mm x

305 mm, x1

1 套      85,000       85,000

建置Q302、Q502教學實

驗室，經由雷射應用於

光學自動對焦抬頭顯示

系統之雷射應用系統的

訓練平台、強化教學實

驗室之設備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3點 「建

置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3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

P39

標餘款34
雷射傳遞

聲音實驗

1.氦氖雷射 x1pcs

2.偏振模態：Random

3.雷射輸出顏色：Red

4.雷射模態:TEM00

5.輸入電壓：12 ~ 18V

6.輸入電流： 650mA

7.中心波長：632.8nm

8.雷射聲音接收器 x1pcs

1 套 90,000           90,000

建置Q302、Q502教學實

驗室，經由雷射應用於

光學自動對焦抬頭顯示

系統之雷射應用系統的

訓練平台、強化教學實

驗室之設備

光電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3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

P39

標餘款35
交換器網

路設備

1.智慧型網管交換器之48埠

2.10/100/1000Base-T

3.48 個 10/100Mbps 自動交涉

4.RJ45 連接埠 (自動

MDI/MDIX)

5.2 個 10/100/1000Mbps 自動

交涉 RJ45 連接埠 (自動

MDI/MDIX)

6.2 個 Gigabit SFP 連接埠

4 台      20,000       80,000 網路資料交換設備 資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點「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量化目標第2點「

建置穿戴裝置創新加值

實驗室」

P3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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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36

3D初階影

像分析系

統

具醫療應用之顯示面板22型

VA廣視角寬螢幕，顯示器組

態:灰階/灰階，灰階/彩色，

彩色/灰階，彩色/彩色，影像

擷取卡，FEA影像掃描、3D

影像建模

 1 套     100,000      100,000

強化B003實驗室，訓練

學生擁有生醫影像處理

的能力，增進產學合作

之能力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點「提升教學品質」

P39

標餘款37

全電子式

30KVR穩

壓器(隔離

式)

輸入電壓：3Ø3W 220V，輸

出電壓：3Ø4W 190/110V(6一

次側電源配線(J30出線)含工

資，(含600V PVC電纜線8平

方*4C)

1 臺 80,000           80,000

用於B002教學實驗室之

醫療器材實習時供電穩

壓使用

電機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3點「提升教學品

質」、「提升學生實務

能力」、「提升教師研

究量能」

P39

標餘款38
桌上型球

磨機

1.轉速:100~1500RPM

2.容器直徑：12~18CM

3.馬力:100W

4.使用長度40CM

1 台      60,000       60,000

在奈米科學課程及實驗

中，實際利用研磨製造

奈米粉體，並利用本系

奈米中心進行奈米量測

及觀察。讓學生能實際

動手製造奈米材料並對

其進行檢測

機械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點「提升教學品質」，

如針對奈米中心教學上

所需要之奈米粉體樣品

製作，提升研究中心教

學品質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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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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39
機車診斷

儀器

1..可診斷一般市售機車，廠

牌涵蓋：三陽、光陽、山

葉、比雅久、台鈴、哈特

佛、宏佳騰

2.產品特色：可測試故障

碼、清除故障碼、內建標準

數值、co調整、波型檢修、

螢幕可連接電視畫面

1 套      60,000       60,000

授課講解之輔助儀器，

讓學生深入接觸、學習

業界研發、量產之機車

，減少學用落差，增加

學生實務知能

機械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1及2 點「提升教學品

質」、「與學生實務能

力」

P39

標餘款40 床組
整組內容如下：

1.實木床板 2.床墊 3.床包
1       組      30,000       30,000

標餘款41 沙發組

整組內容如下：

1.實木組椅  2.大茶几 3.小茶

几

1       組      60,000       60,000

標餘款42 餐桌椅組
整組內容如下：

1.實木餐桌  2.餐椅
      1  組      25,000       25,000

1.「高齡者全人照顧示範

教室」使用

2.支援學習環境規劃、適

性科技、高齡生理學、

老人學、照顧服務理論

與實務等課程

3.培養學生對高齡者之同

理心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3點「建置

具特色之實習或實驗

室」

->104學年度及105學年度

質化目標第1點「提升教

學品質」

高齡學程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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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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標餘款43
投影機互

動模組

1.5秒自動定位、10點觸控，

書寫和擦除可同時進行

2.互動區域40英寸~120英寸

3.超短焦：0.19;短焦：0.34;長

焦:1.34

4.雷射器波長808nm

5.一年保固

      1 部 36,500           36,500

使用於N507-1研究生討

論室。互動電子白板是

一種優良的展演示輔助

工具。教師在教學中或

研究生發表過程直接用

手解控白板上直接進行

操控、書寫、或運用其

他軟件。從而減少課堂

上因轉換介面或軟件的

真空期及促進學習過程

的連貫性

應日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2點「改善

各系實習實驗室設備」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1點「提升教學品

質」

P39

標餘款44
電源供應

器

1.電源輸出規格：電壓5~200

V，電流0.01~2.0 A，功率

1~200 W

2.可設定輸出時間：1~999min

3.同時可以使用4組輸出，可

以搭配蛋白質電泳槽、轉漬

槽使用

1 台      50,000       50,000

生物化學實習及分子生

物學實習課程用。生子

生物學實驗課程-蛋白質

轉漬時穩定輸出電壓裝

置設備

生技系

A6-1 改善教學硬體設備

->工作計畫第 2 點 「改

善各系實習實驗室設

備」

->105學年度質化目標第

2點 「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及105學年度質化目

標第3點「提升教師研究

量能」

P39

  3,603,076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款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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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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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

計畫具體連

結

附錄

頁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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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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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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西文圖

書

中文圖

書
期刊 錄影帶 錄音帶 其他 (冊、卷)

1    



電子書

(授權

永久使

用)

  4,133 冊    1,500   6,200,000

購買各系所推薦

中、日、西文圖

書(含電子書)及

視聽資料，以支

援全校師生教學

研究所需。

圖書館

A6-2強化圖書館功能與服

務

質化目標：2.持續增加圖

書資料等資源，充實館

藏。

量化目標：1.圖書館實體

書及電子書增加1.5萬冊。

  6,200,000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合　計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優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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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單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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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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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提琴

自然乾燥6年以上的材料、面

板為雞爪紋雲杉、背板側板

琴頭為虎紋楓木、指板為烏

木、純手工製造,油性漆、琴

面為仿古琴的掉漆方式、琴

身全長約755mm、上圍約

355mm、下圍約440mm,指板

全長約590mm、指板離上板

距離為約65mm、琴橋為

AUBERT-5T或7T、琴弦為

LARSEN-SOLO-

A+D,SPIROCORE-G+C.DICK-

A級音柱或同級品

1 把      88,000        88,000
配合比賽或學校活動

表演用
國樂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2 高胡

1.非洲小葉紫檀木製、非洲

小葉紫檀木木軫、方圓琴

筒、胡涵柔製或同級品

2.音響皮為黃色網文蟒、(需

附進口CITES影本)厚度約

0.7mm以上、鱗片方正、邊

長6mm以上、蟒皮最佳音色

表現溼度在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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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25,000        25,000
配合比賽或學校活動

表演用
國樂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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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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
多功能電子計

時器

尺寸約

/60CM(寬)*39CM(高)*25CM(

深)

上方顯示器/12CM(高) 下方顯

示器/11CM(高) (含腳架)

1 個      33,000        33,000
社團舉辦活動、比賽

使用
排球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4 高平台

頂層鐵板*1:厚度2mm、長

度:240cm、寬度:60cm ，側邊

鐵板(長)*2:厚度2mm 、長

度:240cm、寬度80cm， 側邊

鐵板(短)*2:厚度2mm 、長

度:60cm、寬度80cm

1 台      85,000        85,000
社團社課練習、表演

使用
滑板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5 功率混音器

輸出功率：600瓦 1/4 英寸音

源輸出兩組 混音區段：14道

 1/4 英寸和平衡音源輸入 4

個單聲道和3個立體聲道 聲

音延遲和等化器效果16種 尺

寸：47.1公分(寬)× 26.5 公分

(高)× 27.5公分(深) 重量：

15.5公斤 交流電源

1 台      15,000        15,000

結合多聲道的混音，

可以同時支援多把麥

克風與音源的輸入， 

只需要一台功率混音

器即可整合和調整音

頻， 再搭配被動式音

箱，可以把聲音精準

的輸出， 讓許多社員

能同時使用多把麥克

風一起參與社課及練

習

嘻哈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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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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6
樂句迴圈工作

站

5個獨立立體聲樂曲音軌 最

長錄音時間：3小時（立體

聲） 樂曲記憶數量：99個

 99組樂句記憶及85組內建節

奏 Audio/Midi錄音界面 電源

供應：AC電壓器420毫安培 

尺寸：420(長)× 210(深)×

68(高) 重量：1.4公斤

1 台      20,000        20,000

記憶聲音及循環播放

的裝置，錄製及疊層

聲音執行混合播放與

編曲， 或使用內建節

奏，將多種聲音進行

編曲

嘻哈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7 後級擴大機

1.在20Hz~20kHz輸出功率電

平下，8Ω時每迴路至少需有

700W以上的輸出，4Ω時需

有950W以上的輸出，橋接時

8Ω可達1900W

2.在1kHz輸出功率電平下，8

Ω時每迴路至少需有750W以

上的輸出，4Ω時需有1100W

以上的輸出，橋接時8Ω可達

2000W

3.在1kHz,20ms不失真下，2Ω

時每迴路至少需有1600W以

上的輸出

2 台      30,000        60,000

1.民謠吉他社校內外表

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務

活動。

3.提供社團練習使用。

民謠吉他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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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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8
無線麥克風組

搭配專用無線麥克風兩隻

接收頻道數：雙頻道

機箱規格：EIA標準1U

接收方式：CPU控制自動選

訊接收

載波頻段：UHF 480~934MHz

接收天線：後置分離式設計

預設頻率數：第1~6群組各預

設8個無條件限制的互不干擾

頻率，第7~10群組各預設16

個互不干擾頻率，共預設112

個頻率組合

4 組      14,000        56,000

1.民謠吉他社校內外表

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務

活動

3.提供社團練習使用

民謠吉他

社、基服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9
吉他專用電子

防潮箱

容量：215L

外箱尺寸：(H) 1290* (W) 400

* (D) 475 mm

內箱尺寸：(H) 1210* (W) 395

* (D) 450 mm

使用電源：AC110V+10V

50/60HZ

除濕範圍：專為木質樂器設

計濕度控制範圍45%~60%RH

2 台      15,000        30,000

因應環境潮濕，保護

社團內貴重樂器不受

潮濕影響而受損，並

有效收納貴重樂器

民謠吉他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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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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0 綜合效果器

踏板開關數量：8個

效果器同時運作數量：8個

獨立EQ可與PREAMP同時使

用

USB電腦連接孔:音頻信號/合

成器/更新音色

快速切換單顆模式:單踏板簡

易完成

混響踏板開關，可手動或踏

板開關

1 台      13,000        13,000

1.民謠吉他社校內外表

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務

活動

3.接吉他，讓表演更豐

富

民謠吉他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11
肩背式合成器

鍵盤

鍵盤：49鍵、最大同時發聲

數：128 聲音、音色：256音

色 + 8特殊音色、控制器：光

感應控制器 ,滑音桿, 音量控

制旋鈕，控制旋鈕，開/關，

延音鍵開/關， 滑音模式：正

常/前+後

連接端子：輸出端子: 2 x 1/4'

吋耳機型(L/MONO, R)，耳機

(立體聲1/4'吋耳機型)，腳踏

板端子， USB端子，合成器

端子， PSB-1U變壓器

1 個      30,000        30,000

1.社團校內外表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務

活動

3.方便攜帶，功能廣泛

民謠吉他

社、流行

音樂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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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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2 裁縫機

機體尺寸 (寬×高×深)： 43.5 ×

29.2 × 20.1 (cm) 、防塵蓋尺寸

(寬×高×深)： 46.5 × 28.0 ×

22.5 (cm) 、包裝尺寸 (寬×高×

深)： 53.0 × 39.8 × 27.5 (cm)

、機體淨量：8.0kg 、包裝總

重：11kg (含防塵蓋、保麗龍

等包裝) 、縫紉速度：每分鐘

70~850針 、使用車針：家庭

用縫紉車針(HA × 1) 、定格

電壓 / 消費電力：120V ~

60Hz  、針趾幅度可調範圍：

0.0~7.0 m/m 、針趾長度可調

範圍：直線0.2~5.0m/m

5 台      23,000      115,000
社團製作、修改國標

服

國際標準

舞社、手

工藝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13 無線電對講機

頻率型式：VHF(5w) /

UHF(4w) *頻率範圍：

144~146 MHZ / 440~460HMZ (

0.1～1300MHZ )、電壓範

圍：5.5V～7.5V（電池端

子）DC12.0V～16.0V（外部

電源端 子），工作溫度：-

20~60度 PB-42L鋰電池-10~50

度、原廠PB-42L鋰電池,專用

充電器,天線阻抗 : 50Ω、耳

機孔對應接頭 : K 型

16 台      15,600      249,600

1.社團辦理校內外活動

使用

2.辦理教育優先區及社

區公益活動使用

國際標準

舞社*6

支、學生

會*10支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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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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4 音箱

音效規格： 搭載低音反射系

統的主動式立體聲喇叭

 D類擴大機：2x20W 1

1x50W、 1吋球頂型高音單體

(磁鐵留體冷卻)：2只、 最大

聲壓等級(SPL)：110dB (接地

平面300Hz 3%THD)、 低音與

高音音調控制、 響應頻率：

35~33kHz、 分頻頻率：

2800Hz、連接能力： 藍芽：

標準V4.0 + EDR aptX

CODEC、 輸入1：3.5MM：1

個、 輸入2：RCA：2個

1 台      25,000        25,000

1.提供社團練習使用

2.社團校內外表演使用
國際標準

舞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15 手拉式擴音器

1.輸出功率： 75 W、尺寸：

340（L）x 360（W）x 510（

H）mm

2.內附高容量充電電池，適

合戶外長時間使用

3.多組輸入/輸出端子，大型

集會場合可串接數台同型機

同時使用

4.底部有支撐圓柱設計，可

供三腳架架高使用

5.具迴音控制功能，可當作

教唱、唱歌、卡拉 OK 使用

19 台      22,000      418,000
配合學生會、社團辦

理活動擴音使用
學生會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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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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6 數位鋼琴

尺寸：高：蓋上鍵盤蓋約

792mm/打開鍵盤蓋約

970mm、寬：1,353mm、深：

309mm / 打開鍵盤蓋315mm /

加裝防傾倒裝置404mm、重

量:約37.8kg、控制面板：琴

鍵數：88、控制裝置：種類

仿象牙GH漸層式鍵盤、控制

面板：觸鍵感應度：強/中/弱

/固定、踏板踏板數：3、半

踩效果踏板：有、功能：延

音(半踩功能)/特定延音/柔音

1 台      40,000        40,000
提供社團社課教學及

詩歌演唱

光鹽唱詩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17
銅鈸組

腳踏鈸(附腳架)、尺寸：14英

吋  材料： 80%銅+20%錫+

銀、做工： 銅水澆鑄模具 數

量：上、下各一片、*碎音鈸

(16'') (附支架)、尺寸：16英

吋  材料：80%銅+20%錫+

銀、做工: 銅水澆鑄模具 數

量：一片、*碎音鈸(18'') (附

支架)、尺寸：18英吋  材

料： 80%銅+20%錫+銀、做

工：銅水澆鑄模具

1 組      35,000        35,000

1.流行音樂社校內外表

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務

活動

3.提供社員社課練習使

用

流行音樂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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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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8 琴架

專業雙層類型：列，底座3支

腳、層數：2、層高度：46

“、承重125磅（每級）、便

攜式：是的、顏色：黑色、

重量：19磅、隨附防水帆布

厚袋，可肩背及手提

1 個      15,000        15,000
擺設電吉他，免側背

至於地板上

流行音樂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19 電吉他音箱

頭))類型：固態、通道數：

6、總功率：100瓦、功效：

有、混響：是、EQ：3頻段

與ISF，TVP、輸入：1個

TS、輸出：2個1/4“（揚聲

器），1個1/4”（仿真）、

腳踏開關I / O：是的、高

度：9.68''、寬度：27''、深

度：8.85''、重量：28.2磅。

1 組      40,000        40,000

1.流行音樂社校內外表

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務

活動

3.提供社員社課練習使

用

流行音樂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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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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0 電子琴

鍵盤：61、鍵盤力度回應：

有、彎音輪：有、調製輪：

有、顯示幕：薄膜電晶體彩

色視頻圖形陣列液晶顯示、

尺寸：7寸、語言：英語，德

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

利語、面板印刷：英文、預

置節奏：PSR-S970 = 450、高

級節奏：PSR-S970 = 40個音

訊節奏，366個專業節奏，31

個晚會節奏，10個DJ節奏，3

個自由演奏節奏、和弦識

別：單指和弦，指控和弦，

指控低音（轉位和弦）

1 組      60,000        60,000

1.流行音樂社校內外表

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務

活動

3.提供社員社課練習使

用

流行音樂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21 相機閃光燈

閃光指數 34/111.5 ﹝ISO 100

，米/英尺，35mm變焦頭位

置，FX格式，標準照明模式

﹞高閃光輸出量—

完全兼容尼康創意閃光系統

，可根據鏡頭焦距自動調整

變焦頭位置

FX 格式, 標準照明模式： 17

–200 mm (14 mm 使用內置擴

散片)

DX 格式, 標準照明模式：12 -

200 mm (10 mm 使用內置擴散

片)-根據偵測相機影像區域設

定

1 台      18,000        18,000

配合學生會主辦及協

辦之活動紀錄，並教

導學生進行活動攝影

之技巧，提升專業技

能

學生會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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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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2
無線麥克風系

統

單一台可支援最多四台無線

接收機。多台串聯使用可支

援更多接收機

頻率響應 470~870 Mhz

發射訊號強度(gain) -0.5~3 dB

連接輸出阻抗. ≥25 dB

三階交調截取點 24 dB

阻抗 50Ω

輸入交流電電壓 90-260V 開

關電源

輸出直流電電壓 輸12-18V,四

組連接器

2 台      10,300        20,600

1.配合無線麥克風天線

系統，進行遠距離收

音及訊號傳輸，增加

活動範圍並增進學生

會活動完整

2.民謠吉他社校內外表

演使用

3.參與社會關懷及服務

活動

學生會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23 機櫃

內徑 寬800mm * 深450mm *

高750mm(不含泡棉厚度)

六邊泡棉厚度30mm

上下分離式 上蓋550mm(高)

下盤200mm(高)

短邊各有崁入式把手2個 內

崁式鎖扣2個

六邊圓護角

板厚7mm(含)以上 承重50kg

內

底板附輪子 四個

2 個      13,500        27,000

配合器材維護，使器

材能有效收拿及搬運

使用，增加器材使用

率及維護完整性

學生會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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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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4 投影機

電源：

AC100V~120V/AC200V~240V

、解析度：XGA

1920X1200、對比度：

15000：1、投影亮度：3200

流

1 台      15,000        15,000
學生會辦理社團會

議、講座活動使用
學生會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25 筆記型電腦

螢幕：17.3吋鏡面寬螢幕

(HD+)

處理器：Intel Core i5-5200U,

2.2 GHz、記憶體:4GB DDR3L

1600

硬碟：1TB、作業系統：

indows 8.1

2 台      40,000        80,000

1.學生會辦理系會、社

團相關會議紀錄使用

2.學生會彙整系會、社

團相關資料

學生會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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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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6 充氣蹦床

尺寸:1010*194*15cm，上層米

白圍帶紅色，拉絲密度13*26

閉氣式。表面光滑，彈性佳

可提供選手高反復性的訓練

，一次充氣可用約10天。附

專用充氣機

1 組      90,000        90,000

訓練騰翻、連續騰翻

用安全器材，保護操

作者手腕腳踝不至於

斷裂受傷

競技啦啦

隊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27 手翻訓練墊

規格：100 x 70 x 87 cm ，FIG

認證品牌，材質：內層為

EVA泡綿，外層為M2級PVA

帆布

底座：規格：95 x 70 cm

材質：內層為EVA泡綿，外

層為M2級PVA帆布。自動回

復的特殊設計，結合底座後

，可成為多功能平台或安全

跳馬

1 座      40,000        40,000
更快速訓練後手翻、

前手翻及側翻內轉

競技啦啦

隊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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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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8 保護台墊
規格：120*60*68cm，材質為

EVA泡棉
1 組      17,000        17,000

彈簧床的支撐台，可

做有垂直高度需求的

保護動作、登階訓練

可提

供體能訓練、教練保

護、選手空翻訓練等

競技啦啦

隊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29 相機

數碼單鏡反光相機、影像感

應器 COMS、有效像素(萬畫

素) 2420 萬、ISO範圍(最大

ISO值) 25600、詳細ISO感光

範圍說明 (ISO 100、f/1.4 鏡

頭、20 {deg}C/68 {deg}F) 矩

陣、測光或偏重中央測光：0

–20 EV 重點測光：2–20

EV、感光元件說明 ISO100

至 25600，分為 1/3 或 1/2EV

等級；在 P、S、A 及 M 模式

中，亦可在 ISO 高於 25600

時設為約 1 或 2 EV (相等於

ISO 102400；只適用於單色模

式)；可選用自動 ISO 感光度

控制

1 台      50,000        50,0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習

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及

社會關懷活動紀錄攝

影用

3.此相機夜拍功能較

強,可提供社員作為練

習攝影使用或是協助

校方活動協助攝影與

在活動上光線不足的

狀況下使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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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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0 鏡頭

分類： 標準至中距定焦鏡

頭、焦距： 定焦 35 mm、光

圈： 恒定光圈 f/1.8、視角：

44°（對角）、鏡片組： 6 組

8 片，1 片非球面、光圈葉片

數： 7、最小光圈： 22、最

近對焦距離： 0.3 米、放大

倍率： 0.16x (1:6.3)、對焦系

統： SWM、濾光鏡

1 顆      19,000        19,0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習

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及

社會關懷活動紀錄攝

影用

3.可提供社員於社團人

像攝影課程練習拍攝

人像照片或是光線不

足環境下使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31 鏡頭

DT 11-18mm F4.5-5.6、焦距

(35mm 片幅換算)：16.5-

27mm 、視角 (APS-C 片幅)：

104 度-76 度、鏡頭組成：12

群 15 枚 、三片 ASPH 鏡、

光圈葉片：7 片 (圓形光圈)

、最小光圈：F22-29、最近

對焦距離：0.25 m 、最大放

大倍率：0.125 倍、濾鏡口

徑：77 mm 、ADI 閃燈支援

對應、外形尺寸：約 83 x

80.5 mm （最大直徑 x 長度）

1 顆      26,000        26,0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習

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及

社會關懷活動紀錄攝

影用

3.提供社員在社團風景

攝影課程作為練習拍

攝風景照片或是協助

校方活動記錄大景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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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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2 鏡頭

分類：標準變焦鏡頭、焦

距：18 - 135 mm、光圈：

f/3.5 - f/5.6、視角：11.9 ° - 76°

（對角）、鏡片組：11 組 13

片，1 片超低色散鏡片、1 片

混合式非球面鏡及 1 片倒模

式非球面鏡、光圈葉片數：

7、最小光圈：38、最近對焦

距離：0.4 米、放大倍率：

1:4.2、對焦系統：內置 DC

馬達、變焦系統：轉鏡

1 顆      22,300        22,3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習

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及

社會關懷活動紀錄攝

影用

3.提供社員在社團活動

攝影課程作為練習拍

攝活動照或是協助校

方活動攝影記錄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33 相機

機身類型 設有內置閃光燈的

自動對焦及自動曝光數位單

眼相機、鏡頭 兼容EF及EF-S

鏡頭 (不包括EF-M系列鏡

頭)、影像感應器 CMOS、有

效像素(萬畫素) 約2420萬像

素、ISO範圍(最大ISO值) (建

議曝光指數) 基本拍攝區模式

*：自動設定ISO 100 - 6400

(建議曝光指數) * 風景：ISO

100 - 1600

1 台      28,000        28,0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習

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及

社會關懷活動紀錄攝

影用

3.此相機夜拍功能較

強,可提供社員作為練

習攝影使用或是協助

校方活動協助攝影與

在活動上光線不足的

狀況下使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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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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4 閃光燈

外接式，E-TTL II/E-TTL/TTL

自動閃光燈、相容相機、所

有EOS 相機 (自動閃光模式因

機型不同會有所分別)、E-

TTL II 自動閃光: EOS-1D

Mark II 或以後所有EOS 數位

單眼相機, EOS 30V 及 EOS

300X、E-TTL 自動閃光 (A-型

相機): EOS 50/50E 以後所有

EOS 單眼相機 (EOS 88 除

外)、TTL 自動閃光 (B-型相

機)：所有其它EOS 單眼相

機、閃光指數(ISO 100，公

尺)

1 台      21,000        21,0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習

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及

社會關懷活動紀錄攝

影用

3.提供社員在社團閃光

燈應用課程練習或是

協助校方活動攝影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35 擴大機

1.輸出功率：150W x 4（8歐

姆）∕250W x 4（4歐姆）超

大輸出功率、(可接4支喇叭

，並可設定切換A、B或A+B

組)、聲音端子：5組RCA輸

入、1組錄音輸出、（可搭配

動態展器或EQ使用）、影像

端子：3組輸入、1組輸出、

外觀尺寸：寬43 x 高16 x 深

37 cm

2.智慧型保護迴路，電源開

啟時音樂及麥克風總音量會

自動歸零在恢復設定值

1 台      18,000        18,000

1.社團辦理教育優先

區、社區服務工作播

放音樂

2.社團社課練習團康活

動使用

基層文化

服務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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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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6 喇叭組

1.頻率響應： 60Hz~18KHz、

阻抗4歐姆~8歐姆、最大輸出

功率:300W、效率:97dB(±

2dB)、分領點：3.5KHZ

2.尺寸：高60CM，寬43CM，

深32C。

3.三腳架：承重20KG、重量

3.5KG、長度113~200CM

2 台      13,500        27,000

1.社團辦理教育優先

區、社區服務工作播

放音樂

2.社團社課練習團康活

動使用

基層文化

服務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37 烤箱用品組

1.烤箱外部：約寬54.5cmx高

32.5cmx深41cm

2.烤盤：長39.5cmx寬

32.5cmx5cm；高60.5x寬47x深

35cm

3.附：磅秤、烤墊:矽膠材

質、尺寸規格：長38.5公分/

寬58.5公分/共28模/每模直徑

3.4公分、耐溫(攝氏)：負40

度至正280度。圓型模:鋼+矽

膠樹脂塗裝(耐溫攝氏+250度

至-10度)、尺寸規格:整體長

約27.4公分x寬約19公分x高約

3公分、共6模/每模上圓內徑

約7公分x下圓內徑約5.6公分x

高約3公分。

2 組      15,000        30,000
配合製作甜點，社團

課程需要使用

魔法廚藝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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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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8 立波墊
EVA材質、組裝式、100m(總

長)* 100m(總寬)* 3cm(厚度)
1 組      65,000        65,000

1.社課練習使用

2.提供社員安全的練習

場地

跆拳道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39
八人複式蒙古

包組

1.材質：70丹尼

2.規格：長360CM(L)，寬

312CM(W)，高170CM(H)

3.重量：7.5kg

4.營柱：八人蒙古包玻纖營

柱

5.配件：(1)小營釘10支(2)b.木

槌1支(3)營柱營釘配件整理袋

1個(4)外袋1個(5)鋁箔睡墊(6-

8人蒙古包用)、規格：300 x

350 x 0.25cm1個(6)瓦斯燈1

個、材質:本體/鋁、把柄/

鋼、實木

2 組      15,000        30,000

野外宿營活動中，參

與人員以及工作人員

休息用

童軍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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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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0 小隊複式帳組

1.尺寸：外帳450*395cm

2.內帳： 內帳360*210*175cm

3.材質：外帳420丹尼,內帳

210丹尼,地布800丹尼PE防水

布

4.營柱：鍍鋅鐵管3支(每支2

節),橫樑1支(6節)

5.配件：a.大營釘22支, b.小營

釘10支, c.木槌1支, d.營繩22

條-(150cm*20條 24cm*2條)，

e.外袋1個，f.行軍床6張

2 組      38,000        76,000

野外宿營活動中，參

與人員以及工作人員

休息用

童軍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41 螢光燈球組

1.墨黑色牽引帶用2英寸6分

帘線的

2.燈頭重量：180克(2電池和

表演道具情況下,重量分佈於

道具的頭端部)

3.尺寸：乳白色半透明

12*7cm

4.表演道具袋大約22英吋長

度

5.材質：矽橡膠外殼和聚輕

質單元

6.燈：1個超亮3瓦特彩色發

光二極體(預計與放大鏡頭強

度)

1 組      60,000        60,000

1.表演道具，在校內外

表演器材，為表演不

可或缺器材

2.提供社員社課練習使

用

熾炎火舞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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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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2 棒球練習組

1.比賽用棒：鋁棒33英吋28盎

司棒頭2  3/4

2.教練棒：鋁棒35英吋22盎司

3.球棒加重器:28盎司

4.球棒袋2入裝

5.止滑粉：止滑用滑石粉

6.可拆式防護網：材質：PE

規格： 200cm * 200cm

7.打擊網：材質：PE規格：

200cm * 200cm

1 組      31,000        31,000

1.提供社員揮棒練習使

用

2.提供社員練習打擊使

用

3.練習打擊更安全，免

傷及他人

棒球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43
攜帶式喇叭音

箱

1.最大輸出功率：50 瓦 (25

瓦 + 25 瓦)

2.低音喇叭：20公分(8吋) x 2

3.高音喇叭： 5公分(2吋) x 2

4.電流：730 毫安培

5.重量：約7.4 公斤

6.附件：使用手冊、AC變壓

器、電源線

1 顆      20,000        20,000

1.社團參與校外活動表

演使用

2.社團至校外表演攜帶

方便

熱音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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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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4 貝斯音箱

1.瓦數： 500 瓦特

2.頻率： 41 Hz - 16 kHz

3.靈敏度：98 dB 1W 1M

4.電阻：4 or 8 ohms

5.尺寸：約24 3/4" H, 24 1/2"

W, 17 3/8"

6.重量：約 70磅

1 台      25,000        25,000

1.社團參與校外活動表

演使用

2.社團社課表演、練習

擴音使用

熱音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45 貝斯音箱頭

1.功率輸出：500 瓦特

2.等化器部分：低頻: +/- 17

dB @ 40 Hz

3.中頻：180 Hz – 1 kHz

4.高頻： +/- 14 dB @ 4 kHz

5.尺寸: 約10.75”寬 X 8.5”

深 X 2.75”高

1 台      35,000        35,000

1.社團參與校外活動表

演使用

2.社團社課表演、練習

擴音使用

熱音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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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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6
主動式外場喇

叭

1.頻率響應：65Hz-20KHz(±

3dB)

2.額定功率：550W

3.輸入電壓：115V-230V/50-

60Hz

4.尺寸：W×H×D、寬470×高

740×深414(mm)

5.附麥克風線*6條

6.長度：10米以上、 雙 Canon

頭

2 顆      20,000        40,000

1.社團參與校外活動表

演使用

2.社團社課表演、練習

擴音使用

熱音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47 多用途置物櫃

1.W90 x D51 x H180.2(CM) 全

鋼製、 淺藍色、六格(上三下

三)、需鑰匙

2.配件：每片大門內附鏡片

x1、吊衣架x1、隔板x1

2 台      12,000        24,000
社團使用、放社團設

備
桌球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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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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48 陶藝燒成爐

1.溫度條件：常溫~1260度

2.使用電力：單相、220V、

10KW、46A、60HZ

3.溫度控制系統:採用二組八

段可程式溫控錶，配合SCR

電力調整氣氛上下區微調控

制溫度，設超溫自動斷電功

能

4.溫度偵測系統：R-Type高精

度測溫棒，配合R-Type補償

導線偵測溫度

5.發熱系統：採用瑞典進口

KANTHAL等級2.5高熱效能

電熱線加工成型

6.爐體結構：主結構採用

SS41鋼骨焊製，爐門及外部

封板採用SUS304設計

1 台     100,000      100,000

是用黏土或陶土經捏

製成形後燒制而成的

器具。胚體在經過高

溫燒製後，質地會更

完整，而且釉料才會

產生變化，另外高溫

燒窯後釉料與胚體會

有結合作用，無法將

釉料給刮下來

陶瓷藝術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49 標靶

1.尺寸：

46.5cm*46.5cm*3.5cm(16.5inch

)

2.重量：約1.3kg 、6個

3.內附：針頭900支軟塑膠鏢

頭

4.鏢桿：3cm*6支.4cm*6

支.5cm*6支

5.鏢翼：shape形

1 組      15,860        15,860

供社員有足夠的標靶

消耗材料使用，練習

效率提升

飛鏢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動

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設

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種

設備、器材」

P43

2,523,360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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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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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提琴

自然乾燥6年以上的材料,面

板為雞爪紋雲杉,背板側板

琴頭為虎紋楓木,指板為烏

木,純手工製造,油性漆,琴面

為仿古琴的掉漆方式,琴身

全長約755mm,上圍約

355mm,下圍約440mm,指板

全長約590mm.指板離上板

距離為約65mm,G+C.DICK-

A級音柱或同級品

1 把      80,000       80,000
配合比賽或學校活

動表演用
國樂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2
鍵盤合成

器

鍵盤 : 61 鍵(具力度感應)、

最大同時發聲數 : 128

voices (依據音源負載而改

變)、聲部 : 16 聲部、波形

擴充槽 : 2 slots、編曲機

MIDI 音軌 : 16、檔案格式 :

支援Original, SMF 匯/匯入

，支援WAV匯出、取樣機

的觸發資料可以作錄音。

1 台      20,000       20,000

1.流行音樂社校內外

表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

務活動

3.提供社員社課練習

使用

流行音樂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標餘款購置項目)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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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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 鏡頭

鏡片結構 13群17片、視角

(for SD1) 79.7-31.7 度、光圈

葉片數 7 片、最小光圈

F22、最近對焦距離

28cm、最大放大比 1:5.0、

濾鏡尺寸 77mm、體積 直

徑 83.5mm x 長度 91.8mm、

重量 565公克

1 顆      16,180       16,18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提供社員在靜物攝

影課程所需要之微

距離攝影練習時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4 鏡頭

視角 相當於157.5mm、鏡

頭類型 微距定焦鏡、鏡片

組 12 組 14 片、特殊鏡片

N/A、特殊塗膜 納米結晶

塗層、光圈葉片數 0.314m

(1ft.)、最大光圈

F2.1~F2.8、最小光圈 F32、

最近拍攝距離(m) 0.314m

(1ft.)、最大攝影倍率 1/1、

鏡頭馬達驅動 寧靜波動馬

達 (SWM)、全時手動對焦

N/A

1 顆      26,600       26,6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提供社員在靜物攝

影課程所需要之微

距離攝影練習時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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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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5 鏡頭

視角(對角) 24°、鏡片組 6組

8片、光圈葉片數 8 片、最

小光圈 f/22、最近對焦距離

0.9 m、放大倍率 0.14x、鏡

頭馬達驅動 環形超音波馬

達、濾光鏡尺寸 58 mm、

鏡長x最大直徑 73.5 x 75

mm、重量 460 公克、配

件、加上伸延管 EF 12

1 顆      18,000       18,0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可提供社員於社團

人像攝影課程練習

拍攝人像照片或是

光線不足環境下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6 鏡頭

鏡頭結構(片/組) 12/9 (1 個

ED 鏡片，2 片非球面鏡，1

片納米結晶塗膜)、

35mm(135)格式畫角 39°40

’、尼康DX格式畫角 26°30

’、最小光圈 32、最近主

體對焦距離 0.185 m (覆蓋

整個變焦範圍)、最大重現

比率 [近攝設定] 1.0x、濾鏡

接口大小 62 mm、鏡頭蓋

Snap-on、遮光罩

1 顆      17,600       17,6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提供社員在靜物攝

影課程所需要之微

距離攝影練習時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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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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7 鏡頭

視角(對角) 46°、鏡片組 6組

7片、光圈葉片數 8 片、最

小光圈 f/22、最近對焦距離

0.45 m、放大倍率 0.15x、

鏡頭馬達驅動 微型超音波

馬達、濾光鏡尺寸 58

mm、鏡長x最大直徑 50.5 x

73.8 mm、重量 290 公克、

配件加上伸延管 EF 12 II 最

大放大倍率 0.39x - 0.24x、

加上伸延管 EF 25 II 最大放

大倍率 0.68x - 0.53x

1 顆      13,000       13,0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可提供社員於社團

人像攝影課程練習

拍攝人像照片或是

光線不足環境下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8 鏡頭

分類： 超廣角及廣角定焦

鏡頭、焦距： 定焦 35

mm、光圈： 恒定光圈

f/2、視角： 63°（對角）、

鏡片組： 8 組 10 片，1 片

高精度玻璃鑄模 (GMo) 非

球面鏡、光圈葉片數： 8、

最小光圈： 22、最近對焦

距離： 0.24 米、放大倍

率： 0.24x (1:4.2)、對焦系

統： USM 內對焦、濾光鏡

尺寸： 67 mm、直徑 x 鏡

長： 78 x 63 mm、重量：

335 克

1 顆      26,900       26,9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可提供社員於社團

人像攝影課程練習

拍攝人像照片或是

光線不足環境下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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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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9 鏡頭

片結構 13群17片、視角 (for

SD1) 79.7-31.7 度、光圈葉

片數 7 片、最小光圈 F22、

最近對焦距離 28cm、最大

放大比 1:5.0、濾鏡尺寸

77mm、體積 直徑 83.5mm x

長度 1.8mm、重量 565公克

1 顆      16,180       16,18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提供社員在靜物攝

影課程所需要之微

距離攝影練習時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10
螢光表演

棍組

1.Tube直徑包括手柄25毫米

2.Robust雙床分層聚碳酸脂

管3.Silicone端蓋。 4.2個新

的更新C5單位5.2×AAA充

電鎳氫電池包括在內。 6.

全長度矽膠手柄。

7.Weight：4英尺7英寸（

1400毫米）=620克(每組含

10支表演道具)

1 組      40,000       40,000

1.表演道具，在校內

外表演器材，為表

演不可或缺器材

2.提供社員社課練習

使用

熾炎火舞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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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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1
棒球比賽

組

一、本壘尺寸:前緣17" 兩

邊8.5" 壘線邊12" 。二、

1~3壘尺寸:15"x15"x3" 。

三、投手板尺

寸:24"x6"x0.5" 。四、比賽

用球型號:SA-100 尺寸：

12"(天然皮革) 重量:6.5oz-1

打。五、頭盔材質：ABS

*4頂。捕手護具組*1組

1 組      18,000       18,000

1.提供社員分組比賽

使用

2.社團舉辦校際棒球

競賽使用

棒球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12 小鼓

附件：黑豹小鼓厚袋

鼓肚規格：8.1mm 胡桃木

鼓肚顏色：精選胡桃木紋

鼓肚導角：1:9

尺寸：14"  x 5.5"

1 組      19,800       19,800

1.流行音樂社校內外

表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

務活動

3.提供社員社課練習

使用

流行音樂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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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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3 爵士鼓

烤漆：紫色漸層

材質：鍛木+合木+南洋杉

尺寸：小鼓 14" x 6”、中

音鼓 12" x 11"&  13" x 12"、

落地鼓 16" x 17"、大鼓

22"x 18"

含：套鈸、36音風鈴含

架、6尺x6尺 地毯、牛鈴、

消音墊(含5鼓+3鈸)、鼓棒

套、雙鏈踏板、旋轉式升

降鼓椅

加粗9280鼓架組，小鼓

架、Crash直架

1 組      39,000       39,000

1.流行音樂社校內外

表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

務活動

3.提供社員社課練習

使用

流行音樂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14
無線麥克

風

尺寸：420（寬）×44（

高）×180（深）毫米、重

量：約1.75千克、管身材

質：AC-30H特殊塑膠材

質、音量遙控按鍵：無、

振盪模式：PLL相位鎖定頻

率合成、載波頻段：超高

頻480〜934兆赫、頻帶寬

度：24兆赫、頻率調整：

「ACT」自動追鎖接收機

工作頻道、輸出功率：

30mW

1 組      24,000       24,000

1.流行音樂社校內外

表演使用

2.參與社會關懷及服

務活動。

3.提供社員社課練習

使用

流行音樂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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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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5 相機

機身類型 單眼數位相機、

鏡頭 -影像感應器 CMOS

(互補性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器件)、有效像素(萬畫素)

2420 萬、ISO範圍(最大ISO

值) 25600、詳細ISO感光範

圍說明 100–25600、感光

元件說明 -自動對焦系統

尼康 Multi-CAM 4800DX 自

動對焦感應器元件配備

TTL 相位偵測功能、39 個

對焦點

1 台      33,080       33,08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 配合校園社團活

動及社會關懷活動

紀錄攝影用

3.此相機夜拍功能較

強,可提供社員作為

練習攝影使用或是

協助校方活動協助

攝影與在活動上光

線不足的狀況下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16 燈具

ISO100、支援不閃燈模

式： i-TTL 模式/自動光圈

閃光/非TTL自動閃光/距離

優先手動閃光/手動模式/重

複閃光、閃燈補光距離：

0.6~20m、同步快門速度：

1/880s、照明型態： 標準測

光/平均測光/偏重中央測

光、燈頭可調整角度： 垂

直向上90度~向下7度/水平

向左180度~向右180度

1 顆      17,200       17,2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提供社員在社團閃

光燈應用課程練習

或是協助校方活動

攝影使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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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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7 鏡頭

Pentax 接環、焦距12-

24mm、焦距換算18-36mm

[APS]、視野角度99° - 61°、

光圈F4 [恆定]、最小光圈

F22、鏡片構成11群13枚、

非球面2枚、低色散ED 1

枚、防手震機身防手震、

最短攝影0.30米、倍率0.12

倍、光圈羽根9枚、驅動機

身馬達、濾鏡77mm、重量

345g、尺寸65mm x

68.5mm、光罩﹝ 內附﹞

1 顆      34,100       34,1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提供社員在社團風

景攝影課程作為練

習拍攝風景照片或

是協助校方活動記

錄大景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18 閃光燈

GN值：54 mm (使用

ISO100) 、閃光燈模式 : P-

TTL自動、TTL自動、自

動、手動 、閃燈有效範

圍：約0.8m-8.0m ( 閃燈指

數45、ISO 100、f/5.6 ) 、電

源：AA型電池 x 4，(鹼性

電池(LR6)、鎳氫電池(Ni-

MH)、或鋰電池(FR6)) 、尺

寸：142 mm H x 76 mm W x

107 mm D 、重量:380g

1 顆      21,000       21,0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提供社員在社團閃

光燈應用課程練習

或是協助校方活動

攝影使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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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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9 鏡頭

100mm f/2.8、類別微距定

焦鏡尺寸99 x 75 mm重量

505 (g)視角24° (度)、對焦

系統機身驅動35mm 、換算

焦距100 (mm)最近拍攝距離

35 (cm)光圈葉片數9 (片)、

最大光圈f/2.8最小光圈F32

光、學防手震無其他特色

內對焦、恆定光圈濾鏡口

徑55 (mm)鏡片數8組8片特

殊鏡片-特殊鍍膜

1 顆      25,280       25,28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提供社員在靜物攝

影課程所需要之微

距離攝影練習時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20 相機

感光元件像素：2090 萬像

素、有效像素： 2020 萬像

素、感光元件大小: 22.5 x

15 mm、感光元件種類:

CMOS、最大解像度：5472

x 3648、耐用特性：防塵防

水滴、動畫種類： MOV

(Video：H.264， Sound：

Linear PCM)、動畫音效：

Stereo、多媒體功能: 內置

GPS、內置 Wi-Fi，可用手

機遙控、135 格式焦距

1 台      29,900       29,900

1.提供攝影社上課練

習及平時演練用

2.配合校園社團活動

及社會關懷活動紀

錄攝影用

3.此相機夜拍功能較

強,可提供社員作為

練習攝影使用或是

協助校方活動協助

攝影與在活動上光

線不足的狀況下使

用

攝影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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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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1 小鼓

鼓肚規格 : 8.1mm、 尺寸

：14"x5.5" 尺寸：50*50*20

公分      重量：約 2公斤、

插銷固定式，附鼓椅。

1 組      20,000       20,000

1.提供社員打鼓技巧

練習使用

2.社團參與校外活動

表演使用

熱音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22 銅鈸

鈸徑:16、18  鈸心大小:中

製作方式:亮面處理、音調

高低：中低   延因長短:短

重量:輕雙支撐腳柱:寬

16mm,厚4mm      下管:1.1/8"

,480mm 、 中管:1" ,480mm

、上管:7/8",440mm 、附鈸

架

2 組      12,000       24,000

1培訓鼓手打擊技巧

練習使用

2.社團參與校外活動

表演使用

熱音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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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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3
手翻訓練

墊

規格：116 x 80 x 99 cm ，

材質：內層為EVA泡綿，

外層為M2級PVA帆布。

底座:規格：104 x 80 cm 。

材質：內層為EVA泡綿，

外層為M2級PVA帆布。

自動回復的特殊設計，結

合底座後，可成為多功

能平台或安全跳馬。

註：FIG 為國際體操總會

FIG認證

1 座      43,000       43,000

更快速訓練後手

翻、前手翻及側翻

內轉

競技啦啦隊

社

B2-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工作計畫第1點 「編

列預算購置學生社團

設備或器材」

->104及105學年度質化

目標第1點「充實社團

設備」、量化目標第1

點「增購學生社團各

種設備、器材」

P43

622,820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標餘款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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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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園安全

設備

生活機能館

普通教室單

槍防盜系統

A、聯網型單槍防盜控制

系統主機*36台：
1. 可直接與電腦連線進行視

聽機器的紅外線遙控鈕之學

習與記憶及巨集模擬測試及

使用。

2. 具RS-232埠供電腦連線設

定連動與學習紅外線遙控鈕

之用。

B、 樓棟防盜保全系統閘

道器*1台：
1. 具256台以上之聯網防盜主

機之連結功能。

2. 可遠端控制操控及監控單

槍投影機等設備。

C、 無線警報發射器*1

台：
1. 電源輸入: AC 110V/

60Hz。

2. 靜態耗電:35ma。發射功

率:5W。

D、 本案須含聯網型單槍

防盜控制系統安裝設定及

軟體之更新。

E、 不斷電UPS*1台

      1  式      965,000 965,000     

單槍防盜控制系

統主機斷路發生

時,立即啟動警報

並聯結至機房端

，以利校安中心

人員至現場查看

，保障學校財產

安全。

總務處

D3-4 強化校

園安全管理->

工作計畫第1

點「整合及維

護校園消防、

求救及監視系

統」。

->105學年度

量化指標「確

保校園整體安

全」。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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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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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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2
校園安全

設備

自動體外心

臟除顫器

1.符合 AHA Guideline 急救

程序

2. 具備智能解析，自動判

讀監測心律，於 VF 與 VT

的心律時建議電擊

3. 直覺圖示指引與中文語

音指示，協助去顫施救

4. 有 CPR 教練功能，施行

CPR 時，給予 CPR 指導，

提供按壓位置、頻率、深

度、人工 呼吸..等語音提

示

5.電擊：

(1) 根據 2010 AHA

Guideline，建議成人/幼童

分別使用 150J/50J 定額式

雙相波

(2) 充電時間：8 秒內快速

完成分析與充電

(3) 貼片可預先連接於主機

，縮短救援時間，並可定

時檢測電擊貼片有效性

3 台        81,800 245,400     

公共安全維護與

各種緊急救命之

用。依「公共場

所必要緊急救護

設備管理辦法」

第11條規定，大

專校院為應設置

AED之公共場所

，依教育部臺教

綜(五)字第

1020107158號函指

示，私立學校由

私校整體發展獎

補助經費支應

1.校安中心

2.學生聯合

服務中心

3.生活機能

館所有人員

D3-4 強化校

園安全管 理

->工作計畫第

1點 「整合及

維護校園消

防、求救及監

視系統」

->105學年度

量化目標第 1

點 「整 合 及

維 護 校 園 消

防、求救及監

視系統」、質

化目標第5點

「確 保 校 園

整 體安全」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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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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3
校園安全

設備

CDP備份系

統

1.提供255套Agent For

Windows

2.非同步鏡射及定時資料

複製功能

3提供999份資料快照版本

4:提供Replication over IP功

能

5.1TB(含)以上容量授權

      1  套      700,000 700,000     

運 用獨 特的 快 照

與 應用 程式 感 知

技 術， 隨時 可 以

啟 用存 放在 本 地

或 遠端 機房 的 磁

碟 複本 ，快 速 復

原 關鍵 的系 統 和

資 料， 系統 管 理

員 能夠 瞬間 將 遺

失 或損 毀的 資 料

回 復災 難發 生 前

一 刻， 確保 企 業

永續營運

計網中心

D3-1 建置資

訊安全管理系

統

->工作計畫第

2點「持續推

動資訊安全管

理制度」

->105學年度

質化目標「達

到校園資訊安

全目標」

P57

4
校園安全

設備

網頁應用程

式防火牆

1.L7傳輸量：500Mbps(含)

以上。

2. 設備內建4埠(含)以上之

10/100/1000 Base-TX Gigabit

Ethernet高速乙太網路。

3. 須具備下列偵測與防禦

網頁的惡意威脅與攻擊方

式：跨網站腳本攻擊、資

料隱碼等方式

4.軟、硬體保固5年(含)以

上。

      1  式   1,800,000 1,800,000  

應 用程 式防 火 牆

可保護Web應用程

式 免受 複雜 的 攻

擊 ，阻 止線 上 身

份 竊取 ，並 防 止

資 料經 由應 用 程

式洩露

計網中心

D3-1 建置資

訊安全管理系

統

->工作計畫第

2點「持續推

動資訊安全管

理制度」

->105學年度

質化目標「達

到校園資訊安

全目標」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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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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5
校園安全

設備

W棟地下停

車場緊急求

救柱

求救柱(緊急求救雙向影音

監控伺服器設備)，每套含

雙向對講影音主機.硬碟機.

紅外線攝影機等

4 座 83,000      332,000     

強化地下停車場

緊急事故處理時

間，以維護師生

安全。

總務處

D3-4 強化校

園安全管理->

工作計畫第1

點「整合及維

護校園消防、

求救及監視系

統」。

->105學年度

量化指標「確

保校園整體安

全」。

P58

   4,042,400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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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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節約能源 LED路燈

1.LED路燈額定功率≧100W

2.整燈投射最大光束角度

(beam angle)≧110 度

3.額定電壓110~277 Vac 須

含短路保護、過壓保護與

過溫保護

4.須符合安規IEC/EN 61347-

1與IEC/EN 61347-2-13

5.防塵防水須達 IP65之規範

6.燈具須通過 CNS15233 安

規認證,符合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BSMI)核發的安規+電

磁雜訊

(EMI+Safety)認證

      1  座     535,000 535,000    

改善校園路燈照

明並達經濟部104

年8月13日公告之

「道路照明管理

單位應遵行之節

約能源規定」

總務處

D5-1 落實校園

節約能源政策

->工作計畫第3

點「汰換節能

燈具、冷氣與

節水設施」

->105學年度量

化指標「節約

能資源使用度

數0.5%」

P60

     535,000

附表八.1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標餘款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標餘款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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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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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自籌款)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備         註

一.1 改進教學 預計400件       4,300,000

A3-3 落實教師績效考

核

A4-2 推動競賽導向之

實 務專題製作

依據本校「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競

賽獎勵辦法」、「教職員工取得專業證

照暨輔導考照獎勵辦法」、「排課及教

師授課鐘點實施要點」、「國際技藝能

競賽補助要點」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與獎勵辦法」等相關辦法辦理

一.2 研習 預計180件       3,800,000

A3-1 精進教師專業成

長

A3-2

強化教師實務能力

依據本校「使用教育部獎補助款舉辦學

術活動補助要點」、「教師出席國際會

議補助要點」、「教師參與國內研習活

動補助要點」「教職員公差公假處理辦

法」等相關辦法辦理

一.3 研究 預計350件       3,500,000
A3-3 落實教師績效考

核

依據本校「教師研究及產學合作獎勵辦

法」、「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

要點」及「教師出國學術研究辦法」等

相關辦法辦理

一.4 編纂教材 預計55件       1,400,000
A3-3 落實教師績效考

核

依據本校「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

具執行要點」

一.5 著作 預計100件       1,000,000
A3-3 落實教師績效考

核

依據本校「教師研究及產學合作獎勵辦

法」等相關辦法辦理

一.6 升等送審 預計25件       1,000,000
A3-1 精進教師專業成

長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

等相關辦法辦理

一.7 製作教具 預計5件          200,000
A3-3 落實教師績效考

核

依據本校「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

具執行要點」辦理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1.分配原則：

(1)各項經費分配順序原則係參酌

本校前一年度使用情形及預估本

年度規劃執行

(2)本項獎補助教師經費以公平、

公開、公正為原則，明訂各項獎

勵辦法，申請、審議程序，皆於

本校網頁公告

(3)舉辦教師研討、研習會議及鼓

勵出國研究、參加國內外研習或

研討論會、強化產學合作，以昇

教師學術研究、研發能力

(4)提昇教師改進教學，鼓勵教師

親自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並推

動本校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加

全國性以上競賽活動，提高本校

學術、體育與專題實務製作水準

，提升學生素質之目的

(5)鼓勵教師於國內外知名刊物發

表論文著作，以提升個人學術專

業能力 及學校整體學術研發能

量，藉以提升學校國際知名度

(6)鼓勵教師進修升等進而改善師

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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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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自籌款)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備         註

一.8 進修

2.審查機制：各獎補助案件依據

相關辦法規定建立審核機制（如

計畫書說明），並有具體成果或

報告或心得皆留存圖書館或網頁

上供師生查閱

預計3件          100,000
A3-1 精進教師專業成

長

依據本校「教師國內進修博碩士辦

法」、「教師辦理留職停薪出國進修博

碩士實施辦法」、「教師出國學術研究

辦法」等相關辦法辦理

二.1

學生社團結合

服務學習觀摩

暨實作訓練活

動

1.學生社團結合服務學習績優學

校觀摩

2.社團活動結合服務學習實作訓

練活動

3-5次          230,000
B2 -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二.2

全國績優社團

評鑑參訪觀摩

暨交流學習活

動

1.全國績優社團評鑑觀摩

2.績優社團學校參訪交流
1~2次          230,000

B2 -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二.3

外聘社團專業

指導老師課程

鐘點費

聘請校外專業社團指導老師，強

化學生社團專業能力
10~15次          140,000

B2 -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二.4
學生社團簡介

設計編印

編印學生社團簡介或手冊，提升

學生參與社團活動資訊與意願
1次            70,000

B2 -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三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改善

學生事務與輔

導之相關物品

1.改善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小型

設備

2.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約5項          100,000
B2 -2 活化學生社團活

動及落實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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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放

寬使用於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規定說明

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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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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自籌款)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備         註

四

其他－＞新聘

教師薪資（最

近二年新聘）

補助最近二年新聘助理教授以上

現有教師薪資，改善師資結構。

預估助理教

授以上8人
8,449,178      

A3-2 強化教師實務能

力

依據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等相關

辦法辦理

五

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 研習及

進修

補助行政人員參加各項研習、訓

練及進修並補助校內相關單位舉

辦各項行政人員研習，以提升本

校行政團隊工作質能、服務態度

及專業素養。

預計130案          550,000
D4-2 提升行政服務效

率

 依據本校「職工進修訓練辦法」、「教

職員公差公假處理辦法」及「職員留職

停薪出國進修博士實施辦法」等相關辦

法辦理

六

其他－＞一年

內到期之電子

期刊資料庫訂

閱費

IEL(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為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

(IEEE -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與英國工程

技術學會(IET -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出版

品之電子全文資訊系統，內容包

括IEEE 與IET 自1988 年以來出

版之期刊、會議論文集、及IEEE 

技術標準(不含標準草案)，現約

有兩百多萬篇文獻，平均每週更

新15,000 篇文獻，全文採用PDF

格式，全文影像與其紙本一致，

包括讀者來函、投稿須知及所有

圖表照片等資料

1套       3,000,000

A6-2 強化圖書館功能

與服務: 質化成效冀望

藉由持續圖書館推廣

活動，提升閱讀風氣

之外並能增加學術研

究及產學合作曝光

率；量化至少辦理30

場館藏資源利用教育

活動

訂閱電子期刊相關辦法辦理。訂閱電子

期刊以加強教師提升學術及研發能力

     28,069,178合　         計  (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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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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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他非消耗

品

手提式綜合

工具組

綜合鉗組(水泵鉗10英吋

x1、尖嘴鉗8英吋 x1、鯉

魚鉗8英吋 x1、斜口鉗7

英吋x1、LED手電筒

x1)、綜合工具組(尖沖頭

2.3mm, 3.2mm, 4.0mm,

4.8mm；鑿刀16 x 170 L

x1；捲尺5M x1；大力鉗

10WR x1；可調扳手10英

吋 x1；鐵鎚 1 1 / 2P x1；

靈活磁棒 x1；不銹鋼剪

刀 x1；折疊六角扳手 x1)

      1  組        9,000        9,000

1.提供機研社社員

上課練習使用

2.維修相關機械使

用

機研社

B2 -2 活化學生社

團活動及落實輔導

機制

2
 其他非消耗

品
舞蹈地墊

90cm X 1800cm 、材質：

塑膠
      4  塊        3,500      14,000 校內外表演使用

國際標準

舞社

B2 -2 活化學生社

團活動及落實輔導

機制

3
 其他非消耗

品
折合桌

 180cm*60cm*74cm

桌面:HDPE塑膠、桌腳:

鋼，防鏽處理

     20  張        2,900      58,000

用於全校各大活動

與社團辦理活動器

材借用

學生會

*12張、

魔法廚藝

社*2張、

基服社*1

張

B2 -2 活化學生社

團活動及落實輔導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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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詳細說明，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與校務發展計畫

具體連結

132




	支0000000000.pdf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