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錄 
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 ................................................................................................... 1 

壹、學校現況 ........................................................................................................................... 3 

一、 學校現有資源 ............................................................................................................ 3 

二、 學校整體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 12 

三、 各單位 103 年度發展重點 ...................................................................................... 17 

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 33 

一、 與資本門支用計畫之關聯 ...................................................................................... 33 

二、 與經常門支用計畫之關聯 ...................................................................................... 39 

三、 與教育部其它計畫之規劃 ...................................................................................... 41 

參、經費支用原則 ................................................................................................................. 42 

一、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 42 

二、 相關組織會議資料及成員名單 .............................................................................. 44 

三、 獎勵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 .................................................................................. 45 

肆、近年執行成效 ................................................................................................................. 52 

一、 100-102 年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 52 

二、 101-102 年資本門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統計 ................................... 54 

三、 近 3 年已建立之學校特色 ...................................................................................... 56 

伍、預期成效 ......................................................................................................................... 58 

一、 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 .............................................................................................. 58 

二、 預期實施成效 .......................................................................................................... 58 

附表 ......................................................................................................................................... 65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 65 

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66 

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67 

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 69 

附表四之一、資本門標餘款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 105 

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 107 

附表六、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 108 

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 109 

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 113 

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 115 

附表十、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明細表(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118 

附件 ....................................................................................................................................... 123 



1 

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 

審查意見回應說明 

編號 審查意見 本校回應說明 

1 

學校專責小組置委員33位，負責規劃獎

勵補助經費之分配與執行；102.11.27會

議紀錄顯示，33位委員全員出席，應有

助於充分反應各系所經費需求，以及促

進經費運用之公平合理性。 

感謝委員肯定，本校將賡續落實專責小組

設置之功能性，使其能充分反應各教學單

位經費需求，以達經費分配規劃之公平與

合理性。 

2 

整體而言，獎勵補助經費各支用項目之

配置比例皆符合規定，惟各系所教學研

究設備如何分配及排序，建議可提供更

清楚之原則或於會議紀錄中完整呈現，

俾更彰顯「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9點

第(1)款第2目之專責小組規劃功能。 

感謝委員指教，本校依據「正修科技大學

年度儀器設備經費編列辦法」及「正修科

技大學儀器設備經費編列審查實施要點」

辦理各系所教學研究設備經費之分配。 

各系所依系所發展計畫排定優先序後經專

責小組會議依「經費支用原則之分配程序」

(P.43)及「儀器設備經費分配及排序作業流

程」(附件三)議決全校教學研究設備之排

序。 

3 

102年度學校高階師資比例約為79%，103

年度經常門經費編列中，主要投入於研

究，約占經常門總預算32.57%；其次為

新聘教師薪資，約占21.07%；對於教師

專業成長所需經費之挹注相對較少，研

習、進修、升等送審合計約占經常門經

費5.36%。此一經費配置方式能否充分呼

應P.38提升教師素質之具體作法，尚待觀

察瞭解。 

感謝委員指教，本校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所

需經費係以整體發展及經費來源為考量與

配置，即除校內自籌款外，將由獎勵補助

款及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等經費作適當配

置，藉以提升師資素質及教學品質。 

4 

103年度獎勵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中，資

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

書顯示，部分個人電腦採購規格類似，

但預估單位卻有相當差異，如優先序

#2、3、152、154…等。對於無特殊規格

需求之相同採購項目，建議學校可予集

中採購，以爭取更為優惠之價格條件；

另各擬購置項目之預估價格，應依「教

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謹遵委員意見，相同規格之採購項目已修

正集中採購。另各擬購置項目屬於「臺灣

銀行聯合採購標準」者，其預估價格均依

公告金額編列與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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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意見 本校回應說明 

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9點第(1)款第8目

規定辦理：「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

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5 

經常門經費編列高達NT$8,500,000元之

預算用於研究獎助（約占32.57%），惟

經查學校所提供之「補助教師研究實施

要點」及「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

法」，對於研究項目之認定十分混淆，

如研究成果獎包含研究計畫、論文著作

獎勵，究應歸類為研究或著作項下，實

難據以判定。 

感謝委員指教，本校教師申請教學研究服

務獎勵均需填寫申請表，申請表已將各申

請項目作明確分類，其中研究成果包含專

題研究計畫、專利及專利移轉等；著作成

果則包含會議(期刊)論文、專書、技術報

告、展演等。 

6 

「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中之服

務成果獎，內容係屬校務行政工作表

現，以獎勵補助經費支應其獎勵金，與

「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9點第(5)款第

1目規定不盡相符，恐有不宜。 

感謝委員指教，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

獎勵辦法」中之服務成果乃屬於校務行政

性質，故本項獎勵金全數悉由本校編列預

算支應，而非由獎勵補助經費支應。 

7 

資本門經費規劃大部分能與學校各單位

之短程（102~103年度）及中程（104~106

年度）發展目標相吻合。 

感謝委員肯定。 

8 

資本門經費編列高達NT$6,700,000元用

於其他項，約占資本門總預算11%，能否

具體呼應「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第9點

第(4)款所訂「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

儀器設備」之使用原則，有待進一步觀

察。 

謹遵委員意見，修正後資本門之其他項經

費編列約占資本門總預算 9.3%，本項原規

劃即以自籌款經費建置校園安全設備及無

障礙空間；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

備依「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之使用原則，編列經費占資本門獎勵補助

款之 82.6%，約占資本門總預算之 75.7% 

(含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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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概況 

本校 102 學年度專任教師 414 人，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20 人，兼任教師 390 人，專任助

理教授以上教師 338 人，佔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79%(詳如表 1)。具 2 年以上業界工作實務經

驗之專任師資共 127 人，具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之專任師資共 113 人(詳如表 2)，師資素

質及師資結構良好。 

表 1、102 學年度師資結構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教官及 
護理教師 

合計 

專任教師 56 140 125 85 8 414 

專任專業 
技術人員 

4 8 5 3 - 20 

小計 60 148 130 88 8 434 

兼任教師 4 26 56 304 - 390 

總計 64 174 186 392 8 824 

備註：以 102 年度 3 月份技專校院基本資料庫數據為基準。 

表 2、102 學年度具實務經驗或技術證照之專任師資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合計 

具實務經驗 21 43 38 25 127 

具技術證照 18 48 22 25 113 

總計 39 91 60 50 240 

備註：以 102 年度 3 月份技專校院基本資料庫數據為基準。 

本校為鼓勵專任教師從事教學、研究與服務，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研究服

務獎勵辦法」，有效提升教學品質。此外，長期建立教師教學評量及教學評鑑制度，持續

追蹤教師與課程實施之教學效能，教師評鑑學年度考核項目分教學與服務，3 學年之總評

鑑含教學、研究與服務，其中學年度考核之教學佔 50%，總評鑑教學服務成績考核之平均

數佔 70%。101 學年度起更建立 3 級教學品質保證制度，由各教學單位(系/學程)、學院、

校逐層檢核學生基本核心能力，建立鼓勵教師教學研究貼近產業及社會發展趨勢之制度，

熱絡校園教學專業氣氛，獎勵教學績優教師，以確保教師教學效能。 

此外，採彈性薪資方案以留住頂尖優秀教學研究人才，分別由學校教評會由申請教學

績優教師名單中遴選特殊優秀教學人員，以及研究發展處就申請國科會獎勵特殊優秀人才

名單中遴選特殊優秀研究人員，期望延攬及留住頂尖教學、研究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提

升在教學及研究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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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生來源分析 

本校 102 學年度具學籍學生 16,082 人，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231 人，合計 16,313 人(詳

如表 3)。大學部日間四技學生數佔總學生人數約 53.14%，大學部進修學制學生數佔總學生

人數約 38.93%。圖 1 為本校全校新生前十大來源分析，結果顯示本校新生以來自南部高中

職為主。 

表 3、102 學年度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數統計數 

學年度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專科部 

合計 日間 
學制 

日間

學制

進修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

學制四技 二技 五專 二專 

具學籍學生數 6 233 72 8,476 1 6,312 0 0 982 16,082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0 0 0 192 0 39 0 0 0 231

總計 6 233 72 8,668 1 6,351 0 0 982 16,313

備註：以 102 年度 3 月份技專校院基本資料庫數據為基準。 

 

圖 1、98-102 學年度全校新生生源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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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全校新生錄取/報到人數為 5,872 人，完成註冊共 5,507 人，註冊率為 93.78%，

102 學年度新生入學方式與註冊人數(依部別)如下： 

1. 日間部 

本校 102 學年度招收日間部四技新生錄取人數為 2,448 人，註冊人數為 2,250 人，

其中高中申請入學學生有 204 人、技優甄保入學學生 176 人、推薦甄選入學學生 1,053

人、聯合登記分發入學學生 715 人、運動績優入學學生 85 人、繁星計畫入學學生 17 人；

外籍學生(外籍與大陸學生)申請入學 16 人。 

另本校 102 學年度招收日間部博、碩士班新生部份，碩士班推甄入學錄取 58 人註

冊人數 38 人，考試入學錄取 83 人註冊人數 68 人，保留入學 5 人，外籍學生 2 人，合

計 113 人。招收碩士在職專班新生錄取人數為 53 人，註冊人數為 53 人，甄選入學學生

53 人(詳如表 4)。 

表 4、102 學年度日間部新生入學方式與註冊人數 
註冊人數 

入學方式 
四技新生 

四技 
外籍及陸生

碩博士生
碩博士生

外籍及陸生
碩士在職專 合計 

申請入學 204 16 - 2 - 222 

技優甄保 176 - -  - 176 

推薦甄選 1,053 - 38  53 1,144 

聯合登記分發 715 - -  - 715 

運動績優 85 - -  - 85 

繁星計畫 17 - -  - 17 

考試入學 - - 68  - 68 

保留學籍   5   5 

總計 2,250 16 111 2 53 2,432 

2. 進修部 

本校 102 學年度招收進修部四技新生錄取人數為 1,622 人，註冊人數為 1,522 人，

依入學方式區分計有聯合登記分發入學生 1,475 人、運動績優生 3 人、產學攜手專班 42

人、退除役甄選 2 人。102 學年度招收進修部二技新生(週一~週五班)部份，甄選入學註

冊人數為 54 人，進修部二技假日班新生甄選入學註冊人數為 376 人(詳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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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2 學年度進修部新生入學方式與註冊人數 
註冊人數

入學方式 
四技新生 二技新生 二技假日班 合計 

聯合登記分發 1,475 - - 1,475 

甄選入學 - 54 376 430 

運動績優生 3 - - 3 

產學攜手專班 42 - - 42 

退除役甄選 2 - - 2 

總計 1,522 54 376 1,952 

3. 附設進修院校 

本校 102 學年度招收進修專校二專新生錄取人數為 715 人，註冊人數為 712 人，甄

選入學學生 375 人、考試入學學生 337 人。招收附設學院二技新生錄取人數為 98 人，

註冊人數為 98 人，甄選入學學生 63、考試入學學生 35 人(詳如表 6)。 

表 6、102 學年度進修學院新生入學方式與註冊人數 
註冊人數

入學方式 
二專新生 二技新生 合計 

甄選入學 375 63 438 

考試入學 337 35 372 

總計 712 98 810 

4. 專班 

本校 102 學年度招收日間部二專、二技、四技雙軌及產學攜手專班、產碩專班，錄

取人數為 388 人，註冊人數為 313 人，其中二專雙軌學生有 14 人、二技雙軌 19 人、四

技雙軌 112 人、四技產學攜手 151 人、產碩專班 17 人，合計 313 人(詳如表 7)。 

表 7、102 學年度進修學院新生入學方式與註冊人數 
註冊人數

入學方式 
二專雙軌 二技雙軌

四技 
雙軌新生

四技 
產攜新生

產碩專班 合計 

考試入學 14 19 112 151 17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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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設施 

本校校地總面績 7.92 公頃，樓地板總

面積為 194,847.65 平方公尺，相關空間設

備如下： 

1. 教學研究空間設施 

本校建築物包含：行政大樓、體育

室、電子工程系館、土木工程系館、化

學工程系館、學生活動中心、工業工程

與管理系館、人文大樓、機械工程系館、

機械工廠、圖書科技大樓、電機工程系

館、南校區教學大樓、管理學院、學生

宿舍、幼兒保育系館、營造職類技術士

技能檢定場地、創意設計大樓、托兒

所…等 22 棟建築物。 

全校現有 64 間普通教室、221 間專

業教室、48 間教學專用電腦教室與 43

間視廳教室，設備包含：6,651 部電腦

及相關周邊設備、116 台數位多功能講

桌與 82 台精簡型電腦。普通教室均配

置數位多功能講桌、精簡型電腦與單槍投影設備，e 化教學設備配置率達 100%，足以提

供教師更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及便利的教學環境。 

2. 校園網路服務設施 

正修校園網路以實體網路設備及線路完整分隔成三大網路群，分別為：教學研究網

路群、校務行政網路群與無線網路群。教學研究網路主要涵蓋各系所/研究單位，目前系

所互連網路已全面提升頻寬為 1 Gbps / 10 Gbps。全校共有 136 個 class C 網段，IP 位址

配置充裕，各系所至少配置 1 個以上 class C 子網路，並由各系所/單位自主管理 IP 分配

事宜，有利於資安管控。 

校園全面提供無線網路服務，支援 IEEE 802.11 a/b/g/n 標準，覆蓋率達 100%，戶外

空間約達 70%。同時實施校園無線漫遊計畫，提供教職員工生使用單一帳號進行跨校漫

遊。採用 IBM Blade Server、3850M2 等企業級伺服器，為網路教學相關服務提供高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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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圖書資訊處(圖書館)空間設備統計(統計日：2013 年 10 月 15 日) 

名稱 設備 間數 

自修室 可容納 156 人 1 間 

討論室 可容納 77 人 1 間 

小組討論室 可容納 5 人以上 2 間 

電腦自學室 電腦 60 台 1 間 

多功能閱覽室 32 吋液晶電視 2 台 1 間 

團體視聽室 32 吋液晶電視 1 台 1 間 

圖書館大廰 
37 吋液晶電視 2 台、電腦 1 台 
i touch 觸控電腦設備 

- 

靜思坊 電腦 3 台 1 間 

資訊共享中心  
電腦 8 台、22 吋電視 50 台 
DVD 播放器 50 台 

1 間 

小團體視聽室 32 吋液晶電視 3 台、DVD 播放器 3 台 3 間 

資料檢索區 
電腦 14 台、掃瞄器 2 台 
自助式收費印表機系統 2 台 

- 

視聽室 數位講桌 3 台、單槍投影機 3 台 3 間 

表 9、圖書資訊處(計算機中心)設備統計(統計日：2013 年 10 月 15 日) 

名稱 設備 間數 

自學中心 
11-0403 

電腦 29 台、列表機 1 台 1 間 

網路互動教室 
11-0405 

電子白板、e 化教材、數位投影設備 1 間 

電腦教室 
11-0406、0407、0409 

電腦 183 台、投影機×3、硬體廣播教學設備×3 3 間 

電腦教室 
11-0505、0506、0508 

電腦 183 台、投影機×3、硬體廣播教學設備×3 3 間 

數位影音資源室 
11-0507 

導播機、音訊混合器、編輯用媒體主機、字幕機、 
攝影機、液晶顯示器、錄音主機×2 

1 間 

高互動綠色教室 
11-0806 

電子白板、玻璃白板、背投式單槍、電動螢幕、 
前單槍、燈光控制模組、起降模組、 
影音控制系統、群控主機、媒體教材播主機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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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圖書資源 

為提升教學與學術研究水準，本校配合各系所之專業發展與成長，購置由各系積極推

薦的專業圖書、期刊、電子資源、非書資料及儀器設備等，並充份利用經費擴充各學科領

域館藏之主題範圍與內容深度，豐富教學研究資源，以達提升館藏「質」與「量」之目標。 

本校圖書期刊與非書資料將儘可能提高專業資源與數位化、多媒體資源之比重，以健

全圖書館支援各項教學資源，提供師生良好的學習環境，以及支援教師教學與研究，讓圖

書館實際發揮教育之功能，滿足教師與學生的需求，達到支援教學研究與學習的教育任務。

圖書館截至 102 年 10 月 15 日館藏圖書資料總計 317,427 冊/件(表 10 及表 11)。 

表 10、館藏資源統計(1)：圖書、非書資料(統計日：2013 年 10 月 15 日) 

類型 種類 冊/種/片 

圖書 

一、中文圖書(冊) 226,639

二、西文圖書(冊) 54,424

三、期刊合訂本 10,680

非書資料 
一、視聽資料(件) 20,136

二、電子書(冊) 5,548

總館藏（件/冊） 317,427
備註：自 97 學年度起，期刊合訂本數量，併入「圖書」統計，即日起不再異動資料。 

表 11、館藏資源統計(2)：報紙、期刊(統計日：2013 年 10 月 15 日) 

類型 種類 冊/種/片 

期刊&報紙 

一、報紙 13

二、期刊 
中、日文(種) 718

西文(種) 86

電子資源 
一、光碟及線上資料庫(種) 27

二、電子期刊(種) 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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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整體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本校本著德、智、體、群、美、技六育平衡發展的教育方針，配合國家經建政策及產

業發展需要，建構制度化、資訊電腦化之行政環境，以支援教師優質的教學與研究環境；

拓展學生「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實務經驗與機會，提供學生最佳學習情境，

以達到實務化的教學研究成果，適性發展及生活、人際歷練，重視通識全人教育，以培養

學生理性思辨表達能力、知性樂觀創造能力、感性關懷奉獻能力，期使學生成為具備專業

知能、人文素養及宏觀視野的優質人才，並以「發展成為一所包含工程、管理、生活等領

域的優質高等技職教育學府」為總目標。 

（一） 整體發展方向(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4) 

1. 卓越教學 

持續以行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之精神，檢視與整合課程發展、教學機制等措施，

結合學校重點發展特色、完善教學基礎環境與設施，依據 PDCA(Plan-Do-Check-Act)循

環品管運作原理，建立本校教學品保機制，以確保教學品質與成效。 

2. 完善輔導 

強調全人教育，多元學習，專業之外，學習領域包括人權法治、生活教育、性別平

等教育、社團參與、學生自治、團隊合作、服務學習、人群關懷及藝文薰陶等，提供學

生適性輔導，給予豐富多元的學習。 

3. 創新研發 

建構產業創新研發環境，獎勵整合型研究計畫、創新研發、專利申請、技術轉移、

參加競賽、發明展，強化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及智慧財產加值效益，鼓勵並舉辦競賽，推

動教師將專利及研發技轉成果轉化為教材，融入教學。 

4. 強化產學合作人才培育 

因應社會需求，縮短學用落差，即時調整招生系所類科；持續加強本位課程、就業

學程及產業專班之招生。 

5. 加強產學連結工程 

強化實務學習、創意建構，充實人才培育設備與基礎建設；開物成務、創新加值，

提升產學研發設施與研發應用基礎建設；技轉服務、產業升級，拓展機制服務資源與技

術服務基礎建設。 

6. 強化師資培育 

持續篩選優秀學生選讀中等學校教師之師資培育學程，增長學生專長，拓展就業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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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善盡社會責任 

就各學術單位不同屬性，設立相關中心，承接產學合作案，並依社會需求開設各種

推廣教育班，為產業診斷、解決及各類檢定檢測服務，持續提升效益。 

8. 拓展國際交流 

持續營造國際化情境，延續原有之交流外，本期重點在讓老師走出去，讓學生走出

去，研習、發表論文、參加競賽，並配合政策審慎規劃陸生之招收。 

9. 完備教學設施 

增購、汰渙更新各項教學研究用之儀器設備、系統軟體，建構無所不在的行動學習

環境，提升教學效能。 

10. 打造美學氛圍 

拓展藝術修復及藝術典藏銀行，並打造校園美術館，推動人文藝術教育，規劃校園

創意藝文活動、辦理「校園街頭音樂會」系列活動、舉辦藝術展覽、導覽解說，舉辦音

樂會、戲劇、舞蹈表演活動，將藝文活動融入教學，深化學生藝文賞析能力。 

11. 提升行政效益 

調整組織，制修訂規章，以誠懇態度與人性化行政程序，持續強化資訊服務，開發

作業軟體，加強管考，增建校舍、無障礙設施，營造友善校園，達到和諧高效益之校園

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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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行重點特色(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9) 

1. 增建校舍，美化校園，強化校園安全 

(1) 增購正修宿舍旁國有財產局所有土地。 

(2) 興建西南角校地 5 層之教學大樓，工期 103－104 學年度。 

(3) 建構更周全、更完善之無障礙校園環境。 

(4) 加強安全設施、檢核、維護、防護、教育及訓練。 

2. 增設、申設、更名系所、學程 

(1) 設立餐飲管理系。 

(2) 設立旅館管理系。 

(3) 申請設立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4) 申請設立管理研究所博士班。 

(5)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更名為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6)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更名為觀光遊憩系。 

(7) 數位多媒體學位學程更名為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8)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更名為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9) 財務金融系更名為金融管理系。 

(10) 醫學機電工程學位學程更名為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11)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併入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3. 持續課程規劃，因應社會需求 

(1) 規劃本位課程，定期研議修訂。 

(2) 強化實務實習課程，將校外實習列為必修課程。 

(3) 規劃跨院系學程，提供學生多元選擇。 

(4) 規劃就業學程，提升學生競爭力。 

(5) 鼓勵學生選讀師資培育學程。 

(6) 重視通識、語文、網路資訊課程。 

4. 提升教學品質 

(1) 持續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2) 實施網路教學、補救教學、創意教學、獲取證照、參加競賽、預警制度。 

(3)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4) 落實教學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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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設圖儀設備，提供教學研究需求 

(1) 增設特色實驗實習室。 

(2) 增購、汰渙更新各項教學研究用之儀器設備、系統軟體。 

(3) 持續充實教學及研究所需之圖書期刊、資料庫。 

6. 持續提升師資素質 

(1) 提升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例達 79%以上。 

(2) 持續提升教師實務經驗。 

7. 持續提升研究之質量 

(1) 獎勵督促教師執行研究計畫。 

(2) 獎勵教師發表論文。 

(3) 推動學術活動，促進學術交流。 

(4) 推動跨校、跨院系所組成研究團隊，提出整合型研究計畫。 

(5) 承接產學研究案，研發新技術。 

(6) 鼓勵研發成果申請專利，及技術轉移。 

(7) 參加國際競賽、發明展。 

8. 持續提升產學合作之質量 

(1) 設立相關中心，執行產學合作案。 

(2) 強化產學研發設施及服務機制。 

(3) 鼓勵教師赴業界廣度研習、深度研習及深耕服務。 

(4) 持續拓展產學合作專班之招生。 

9. 拓展國際交流 

(1) 持續建置國際化相關措施及環境。 

(2) 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3) 推動學生海外研習課程。 

(4) 推動補助教師、學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5) 持續延攬國外教授到校客座。 

(6) 招收外籍生、陸生，拓展生源。 

10. 專業的、人性的、多元的學生輔導 

(1) 重視生活教育、品德教育、校園倫理，豐富多元學習。 

(2) 重視校園安全，強化預防及處理意外事件的機制及能力。 

(3) 促進學生適性發展，學生活動多元化。 

(4) 結合社區醫療資源，衛生保健融入生活，使學生能知行合一。 

(5) 進行計畫的、團體的、個案的專業諮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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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持續行政革新 

(1) 調整組織，增設總務處採購組，研究發展處之產學合作中心更名產學營運中心，增

設校外實習中心，裁撤貴重儀器中心，研究科技總中心更名產學研發總中心，所屬

射頻通訊技術研發中心更名載具及電子科技中心，並增設生產線模擬科技中心、試

量產科技中心、產品設計中心、實習工廠、育成中心，藝術中心更名藝文處。 

(2) 持續制訂、修訂規章，完善體制機制。 

(3) 持續開發行政作業軟體，提升效率及管理利便。 

(4) 持續簡化、資訊化、人性化行政作業，提升效率。 

12. 強化改善機制，提升辦學品質 

(1) 辦理自我評鑑，制訂評鑑規章，設立指導委員會及校院系三級評鑑工作小組。 

(2) 研訂自我評鑑項目及指標，辦理評鑑研習。 

(3)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辦理內部評鑑，第 2 學期辦理外部評鑑。 

(4) 工學院各系參與 IEET 認證。 

(5) 持續辦理年度校內訪視。 

(6) 強化內控制度之運作。 

(7) 落實執行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等重大計畫之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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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單位 103 年度發展重點 

（一） 行政單位發展重點 

1. 教務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3) 

教務目標之擬訂在於建置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情境，並建構教師優質的教學環境，以

提升教育品質與學習效能，培養學生具德、智、體、群、美、技的知能，達到術德兼備

的全人教育目標。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著重技職教育特色，發展實務應用類科。 

(2) 強化招生宣導策略，鼓勵優秀學生入學。 

(3) 提升教務行政效率，優化教學服務品質。 

(4) 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5) 拓展人文藝術素養，陶塑術德兼備全人。 

(6) 配合經建政策需求，培育國家建設人才。 

2. 學生事務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34) 

學務處整體發展目標包含：建構品德內涵，落實生活教育根基，建立青年健全的人

生觀；強化公民素養，提升學生自治能力，孕育優秀的領導服務人才；營造友善校園，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維護學生心理的健全成長；結合社區醫療機構，落實衛生保健，確

保師生身心的健康發展；厚植學生就業力，創造多元就業優勢，建立正確職場倫理觀念。

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生活教育創新化-檢核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尊重個別差異，持續創新多元教育學習

價值。 

(2) 公民教育優質化-深耕服務學習精神，培養具社會關懷能力的優質國民。 

(3) 公民意識生活化-強化責任教育，培養尊重人權法治的優質國民。 

(4) 生輔文化深耕化－內蘊「樂在服務、豐富生活」工作願景目標，外顯職場行動力。 

(5) 建構安心就學環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 

(6) 衞生保健生活化－結合社區醫療體系，落實衛生保健工作。 

(7) 強化生涯輔導機制－納入職業生涯概念，協助學生探索生涯興趣，強化學生職涯能

力。 

(8) 諮商輔導專業化－建立諮商師團隊，促進團隊專業化發展。 

(9) 協助學生厚植「就業力」，創造「多元就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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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務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44) 

總務處因應學校發展趨勢及各項軟硬體需求，提供總務工作之資訊化服務及支援，

整理現有校地並規劃購置鄰近土地，汰舊新建或增建教學、研究、體育、活動等設施，

維護校園環境、建築物與消防等安全設備與系統，建置無障礙空間並落實環境保護工作，

冀以營造具綠美化之精緻校園，提供師生永續學習與研究之優質環境。103 學年度發展

重點如下： 

(1) 建立資訊化系統，提高行政效率。 

(2) 加強安全設施，建構友善校園。 

(3) 強化管理功能，提升使用效率。 

(4) 購置校地及新建校舍，擴增教學及研究空間。 

(5) 落實定期養護工程，確保安全之教學研究環境。 

(6) 健全實驗室管理制度，以達安全衛生零災害。 

4. 研究發展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49) 

研究發展處積極支援各系辦理學術活動，提升本校學術水準，同時亦整合全校各院、

系所、科技研發中心之資源，結合畢業校友力量，共同促進學校教育與產業技術相互合

作，務求發揮技職教育最大功能。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落實證能合一，推動「31 證照計畫」。 

(2) 鼓勵師、生參與各項競賽，推動「奪標計畫」。 

(3) 結合本位課程，強化畢業生就業能力，加強辦理各種就業學程。 

(4) 強化貴重儀器使用效率，有效整合及管理各單位貴重儀器之採購、使用與維護，

使有限資源能充分利用。 

(5) 積極推動學術活動，促進學術交流。 

(6) 積極推動教師論文發表，提升教師研究績效。 

(7) 積極推動教師參與研究計畫，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水準。 

(8) 積極推動各系所、跨系所組成研究團隊，提出整合型計畫。 

(9) 暢通教師實務性研習管道，提升實務教學品質。 

(10) 加強推動辦理「培育實務研發技能」。 

(11) 提供大高屏地區成人教育及職業教育進修之機會，實現根植社區，營造終身學習

之環境。 

(12) 配合業界之需求提供本校資源，辦理各項職業教育訓練，培養民眾專業技能，增

進其就業能力，以協助業界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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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資訊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57) 

圖書資訊處提供豐富館藏、完善設備及專業服務，提供全校師生專業養成及校務行

政支援之理想圖書與資訊環境，並配合學校願景適時辦理藝文性、休閒性及資訊創新性

之各種活動，給予正修人更豐富、更多元及更創新之圖書與資訊服務。103 學年度發展

重點如下： 

(1) 妥善運用圖資經費。 

(2) 推廣館藏資源使用。 

(3) 提升圖書館服務品質。 

(4) 提升圖書館空間與硬體設施品質。 

(5) 提升校園開放性數位資源。 

(6) 活化創新教師教材。 

(7) 開設資訊證照輔導課程。 

(8) 推動「行動 APP」培育環境。 

(9) 建構高速校園網路環境。 

(10) 建置具行動力之無線化科技校園環境。 

(11) 提升校園網路頻寬。 

(12) 提升網路基礎服務的質與量。 

(13) 建構正修校園雲端運算基礎環境-雲端系統平台。 

(14) 降低校園網路的資安事件。 

(15) 減少智財侵權事件的發生及有效並彈性的管理 P2P 網路行為。 

(16) 強化校園資訊服務。 

6. 國際事務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68) 

國際事務處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流活動，同時整合全校各院系、中心之資源，結合

畢業校友及產業界力量，共同促進學校教育與國外學校、國際產業技術合作，務求發展

國際化教育，並發揮技職教育之最大效益。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流事務，提升本校國際能見度。 

(2) 提供外籍生更具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以提高就讀之吸引力。 

(3) 整合行政、教學及研究單位資源，發展國際化目標。 

(4) 延攬各國學者及國際產業專家，提供學生更多元的師資。 

(5) 積極引進外籍學生與交換學生，增進學生學術交流。 

(6) 辦理大陸地區學生長短期研習及申請來校就學，增進兩岸學生交流與相互學習。 

(7) 拓展海外見習課程與國際產業實習機會，提供學生進行海外實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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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修部(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72) 

進修部之進修回流教育發展希能結合同學實務特色，由基礎至專業，漸進排定課程，

搭配專業師資與同學互動，教學相長，增進創新思考及人際關係拓展，帶動學習興趣。

此外，配合友善、寧靜校園學習環境，持續改善校內服務功能，吸引具就讀意願之對象，

達成各學制招生工作，真正落實進修教育發展目標。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調整各系（所）班級數、課程規劃，符合產業人士進修需求。 

(2) 加強行政同仁服務熱忱及效能。 

(3) 規劃招生策略，穩定生源。 

(4) 行政業務全面ｅ化，提升行政效率。 

(5) 發揮導師功能，落實班級經營。 

(6) 提升學生自治能力，建構友善校園。 

(7) 健全發展學生社團，活動創新多元化。 

(8) 落實學生生命、品德、生活教育。 

(9) 加強資源整合共用，並提升輔導功能。 

(10) 校園安全教育宣導與執行。 

8. 人事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78) 

人事處主要為建立人性化制度，提升服務品質與效能，並營造一個高效率、高和諧

及高品質之工作環境。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人事業務制度化、資訊化，服務品質及效能顧客化。 

(2) 推動創新教學，活化教學方法。 

(3) 提升師資素質，強化教師專業能力。 

(4) 102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79%以上。 

9. 會計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80) 

會計處秉持穩健規劃財務之理念，以支援教學、研究及維持校務發展為宗旨，密切

配合校務發展需求，規劃運用有限預算發揮最大效益，提供正確會計及財務資訊，以利

資源配置決策、推展校務，達成學校整體發展目標。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配合健保補充保費繳納政策，102 學年度實施會計資訊系統與人事處健保補充保費

系統自動化作業。 

(2) 配合教育部要求大學校院及教師落實各類經費支用及核銷作業規定。 

(3) 加強經費支用控管，減少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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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計畫管理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83) 

計畫管理處除校務特色發展研究外，為因應少子化後的生源短缺，統計分析年度招

生情況，並執行本校招生行銷方案。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建立計畫管理制度，推動本校計畫管理作業標準化。 

(2) 建立計畫案資料庫，提升計畫申請通過率。 

(3) 整合各單位積極爭取計畫補助案，提升本校學術及技術水準。 

(4) 管控計畫之執行，確保達成預期執行率。 

(5) 協助規劃人才培育設備與產學相關基礎建設，強化產學實務環境。 

(6) 配合本校校務發展需求與特色，公平合理分配各單位年度儀器設備經費。 

(7) 推動招生發展計畫，因應少子化時代來臨。 

11. 藝文處(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88) 

藝文處主要策辦系列性藝術展演、藝術人文講座及社區美術、音樂系列欣賞與實作

課程、推廣藝術品正確保存與維護觀念加強藝術品修復保存專業技能與人才培訓、擴大

藝術品修復類別與研究。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規劃校內藝術相關課程。 

(2) 定期舉辦視覺藝術展覽活動，豐富藝術視野。 

(3) 定期舉辦表演藝術與音樂會活動。 

(4) 定期舉辦文化藝術專題講座與課程。 

(5) 培養校園藝術種子，落實藝術融入校園生活，帶動校園藝術融合。 

(6) 開辦市民學苑之社區藝術欣賞課程，並加強與社區實質之互動。 

(7) 結合社區人力資源，帶動社區文化藝術活動力。 

(8) 強化本處藝術網站，全民分享藝術資源。 

(9) 強化全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之互動，分享藝術文化資源。 

(10) 分階段強化文物修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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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單位發展重點 

1. 工學院(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97) 

工學院主要為持續推動工程科技之發展及創新，提供師生優質的教學、研究、學習

環境，規劃理論實務結合的教學課程、聘用符合系所發展的專長師資及提供教學研究所

需的儀器設備。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積極規劃工程科技整合，深化系所資源共享及研究資源整合。 

(2) 持續鼓勵成立創思教學與研發團隊，提升教師專業教學內涵及產學研發能量。 

(3) 著重於實務課程的強化，增加實習實作等課程學分，切合學生未來就業需求。 

(4) 鼓勵參與產官學、全國性及國際性競賽交流活動，提升教學及研究深度，增進師

生視野及培養師生國際觀。 

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0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主要為培養土木營建專業技術人員，使其具備執行有關規劃、設

計、施工、管理等事項之能力與技術。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強化專業技術研究與教學。 

(2) 擴展與工程界實務交流。 

(3) 持續推動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4) 落實技職證照，輔導學生就業。 

3. 電子工程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12) 

電子工程系秉持「技術與實務導向」的教學研究目標，培養學生「電子專業」的實

務能力，並以微電子工程、光電工程、綠能科技應用工程，三大領域為教學研究的主要

範疇。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持續擴充及更新實驗室設備。 

(2) 持續推動國際工程認證。 

(3) 加強培訓國內各高科技科學園區及工業區廠商所需高科技人才，並推動實務課程，

縮短與業界接軌時間。 

(4) 積極鼓勵學生參與專業檢定與認證，強化技職教育特色。 

(5) 鼓勵及輔導教師申請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提升教師研發能力。 

(6) 積極推展與業界相關產學合作、推廣培訓教育及學術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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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械工程系(含碩博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21) 

機械工程系以培育具社會責任與人文關懷並符合工業發展需求之研究技術人才為

目標，使其能從事有關產品之設計、製造、分析、檢驗及維護等能力，並輔以精密製造、

生產自動化、機電整合技術及能源管理等相關知識。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推動及建立多軸加工精密設計製造分析與量測技術。 

(2) 推動設立及充實創意機構應用設計、無人載具設計等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

實驗室。 

(3) 深化校外實習。 

(4) 推動中華工程認證(IEET)教學品質及水準。 

(5) 推動研究國際化。 

5. 電機工程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33) 

電機工程系主要培養各類電機設備或系統專業技術人才，執行有關設計、製造、運

用及維護等任務。首重創新、創意與跨領域整合之務實教學理念，大學部發展領域為電

力工程、控制工程與光電工程，研究所發展領域為系統工程與光電工程。103 學年度發

展重點如下： 

(1) 持續準備 IEET 工程教育第 2 週期之認證及訪視。 

(2) 持續落實實務教學成果導向機制。 

(3) 強化教師產學合作與研發能力。 

(4) 持續落實教學助理制度與課後輔導機制提升學習成效。 

(5) 持續落實校外實習與技職證照，輔導學生就業。 

(6) 強化產學合作與互動關係。 

(7) 擴展與穩固生源以鞏固生存及持續發展。 

(8) 建立跨校研究團隊，整合研究能量。 

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41)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以培養具工業工程與管理學識之專業人才為目標，使學生具有系

統整合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力，另外經由實作(驗)課程和專題製作，加強系統整合及團

隊合作能力的培養，使理論與實務兼顧。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持續參酌修訂系所發展特色並準備參加 IEET 工程教育認證第二週期之認證工

作。 

(2) 賡續執行自我評鑑及改善機制，使系所發展目標與產業需求結合。 

(3) 落實實務課程規劃成果，結合產業職缺需求編修教學內容。 

(4) 透過供應鏈管理與 ERP 相關證照輔導，教育學生具備供應鏈管理與 ERP 相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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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及瞭解其應用於各產業之效益。 

(5) 積極發展產學合作計畫，建立永續性產學合作機制。 

(6) 結合 RFID 及 ERP 系統，建立製商整合及電子物流特色實習室。 

(7) 建立精實生產排程系統模擬，整合設施規劃特色實習室。 

(8) 持續汰舊換新及增購各實習室之設備，使其教學內容更契合產業界之實際需求，

如增購智慧型機器人競賽相關設備，結合課程提升學生競賽能力；並且採購工作

研究相關設備，強化工作研究實習室之設備在實務案例之應用，結合專題製作將

工作研究與方法工程技術導入產業界，協助中小企業進行生產作業流程改善，並

可提供學生實習機會，系辦公室亦購電腦、數位攝影、相機等作為各項活動紀錄

與製作多媒體教材使用。並且持續改善現有實習室、研究室、辦公室及會議室的

安全防護措施。 

(9) 推動跨校、系及跨領域合作提高教師申請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計畫之通過率，並

將產學研究成果融入碩士論文、專題研究與教學中。 

(10) 賡續強化學生自我學習及課後輔導機制提升學習成效。 

(11) 建立電腦教室特色，如設置啤酒遊戲與 BOSS 系統，輔導學生參與相關競賽。並

定期更新電腦。 

(12) 評估結合 TRIZ 與風險管理設立創新與專利管理研究室，協助產業進行內部稽核、

品質評估與改善以及工安風險預防。 

(13) 評估設立決策分析與績效管理研究室及證照與競賽輔導研究室。 

7.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5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以教育學生具備基礎理論與實務能力之空間設計科技人才為主，

教育學生兼具人文素養及持續成長與學習的能力並具備團隊合作精神，滿足職場需求及

有效進行生涯規劃。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落實畢業設計之實務教學與實務展覽。 

(2) 結合地方資源，充實研究設備；組成研究團隊，提升研究能力。 

(3) 提升教師素質。 

(4) 充實教學研究所需之設施、儀器。 

(5) 加強招生宣導，招收優秀學生。 

(6) 落實學生實作能力。 

  



25 

8. 資訊工程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62) 

資訊工程系以培育優秀資訊工程科技人才為主，採理論與實務課程配合、資訊技術

與資訊應用課程並重的教學方針，以「嵌入式發展系統」及「行動網路系統」等二大領

域為本系所教學研究範疇，並據以發展本系所之特色。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建置教學型及實務研究型實驗室，提供學生優質專業學習研究環境。 

(2) 持續推動國際工程認證。 

(3) 秉持技術導向辦學目標，培育學生實務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4) 培訓國內各高科技科學園區及工業區廠商所需高科技人才，並持續加強本位課程

之授課內涵。 

(5) 積極鼓勵學生參與資訊專業檢定、認證與競賽，強化技職教育特色。 

(6) 鼓勵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提升教師研發能力。 

(7) 積極推展產學合作、推廣教育及學術交流活動。 

(8) 改善系所空間，提升教學及研究環境品質。 

(9) 推動教師第二專長，提升教學及研發能力。 

9.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71)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以教育學生具備基礎科學及專業知能、培育學生團隊精神與

工程倫理，具備團隊合作能力與實踐多元化學習，啟發學生潛能，培養獨立思考與創新

之能力為教育目標，發展方向包含三個特色領域「光電顯示器技術」、「設計製造」及

「影像晶片應用」。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鼓勵學生參與專業檢定與認證，強化技職教育特色。 

(2) 落實專業實務之技能。 

(3) 培育國內各高科技科學園區及工業區所需人才。 

10.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75)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以發展成為具有研究與實務教學特色、培育具社會責任與人文關

懷、具自我學習獨立創造的能力、並符合醫療產業發展需求之研究技術人才為目標，強

調醫學與機電工程的全面整合、創新設計醫療器材及其生命週期的完全應用與回收，並

具備精密製造、生產自動化及能源管理等相關知識。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生物力學教學與研究。 

(2) 醫學機電整合教學與研究。 

(3) 醫療科技輔具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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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理學院(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83) 

管理學院以培育實務技能之經營管理人才為目標。規劃系所多元化與跨領域化實作

課程，著重實務與創新的整合，並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同時推展課

程模組實務化，整合空間設備和提升教師實務經驗，配合學生校外實習與產業接軌達到

學用合一，以增進管院畢業生的就業競爭力。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建構實務學習環境及教學內涵。 

(2) 擴充教學資源的質量。 

(3) 提升管院研究中心的產學能量。 

(4) 整合管院教學空間與教學資源。 

12. 國際企業系(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89) 

國際企業系以培養國際企業之經營人才為主，強調實務性的教學，將系發展特色建

立為「台商亞太地區國際經營、貿易與行銷人才」，使學生獲得國際企業管理的技巧與

能力，並且使本系學生能瞭解台灣企業所屬之亞太區域市場與環境，並以此擴展全球視

野、加強國際觀與國際競爭力。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增設商展空間模擬設施，鼓勵學生參加對外商展競賽。 

(2) 增購相關國貿、語文、電腦檢定題庫系統與模擬軟體。 

(3) 鼓勵老師參與產學合作計畫，進行第二專長訓練，以因應未來系所發展所需。 

(4) 培育台商亞太地區跨國經營之國際商務與貿易人才。 

(5) 加強專業課程之學習與實習，培育貿易經營實務與國際商務資訊技能兼備之現代

化貿易企業人才。 

(6) 落實證照制度，規劃不同等級證照輔導班。 

13. 企業管理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99) 

企業管理系專業發展重點在企業行銷、流通管理及經營管理領域，且朝向於服務業

之產業。在技職體系以培育「實務技能」之特質下，為培育在職場上具有競爭力之管理

專業人才。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提升產學合作績效，以凝聚業界的教學及研究資源。 

(2) 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實施校外實習、參訪及深化實

務專題與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能。 

(3) 加強對外考照與競賽，以提升同學就業能力及溝通協調能力。 

(4) 加強國際交流，以提升外語能力與跨國文化素養。 

(5) 透過課程規劃、專題製作及舉辦競賽活動，培育學生創業管理能力。 



27 

14. 資訊管理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08) 

資訊管理系規劃電子化企業、數位內容應用與資訊安全等專業領域，培養學生實務

能力，加強產學合作與優良資訊廠商建立策略聯盟關係，鼓勵學生進行實務實習。積極

開設專業認證課程並定期舉辦證照考試，輔導學生取得資訊專業證照。定期聘請產業界

人士舉行專題講座與實務參訪，促進產學交流。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基礎管理學能及資訊科技應用能力，

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2) 深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及其學分班。 

(3) 積極辦理各項資管類證照考試與競賽，鼓勵與輔導學生參與，達成技職教育特色。 

(4) 加強產官學研互動，推動產學合作工作。 

(5) 鼓勵教師積極發表論文和申請研究計畫，提昇教師教學、研究能力。 

(6) 配合學校各項計畫的申請與執行，來提升教師教學與輔導能力。 

15. 金融管理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20) 

金融管理系以培育企業需求之金融管理專業人才為主，並配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延攬優秀的師資及擴充教學設備，規劃適合潮流的課程。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培育金融管理專業人才，並落實理論與實務並重之教育目標。 

(2) 增購相關金融管理之軟硬體系統與擴充圖書設備，以促進教學效果與研究品質。 

(3) 加強專業課程之學習，並重視管院系技整合課程，培育全方位專業金融管理人才。 

(4) 實施校外實習、參訪及深化實務專題與證照輔導，並連結畢業系友以提升同學實

務技能與就業競爭力。 

(5) 提升產學合作績效，以凝聚業界的教學及研究資源並增進產學合作機會。 

16.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29)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以培育具有創意和商業素養的產業經營管理人才為目標，使

其能運用創意和設計潛能，並透過產官學界的合作，培育本國創意產業行推廣銷人才，

促進創意產業在台灣生根茁壯。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強化文創、設計與商業課程之學習，培育創意產業推廣人才。 

(2) 透過競賽、參訪、展演等活動，激發學生創意，提升學生實作技能。 

(3) 鼓勵學生取得證照，以提升學生實務技能，及職場競爭力。 

(4) 落實教學與研究並重，鼓勵教師進修創意產業行銷經營之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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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生活創意學院(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38) 

生活創意學院從人文涵養結合時尚、生活、創意與科技，以培育兼備美學與創意之

專才。在「創新卓越」的概念下，既強化職場導向的實務訓練，也重視全人導向的課程

規劃，期能培育科技運用與人文素養兼修，知識與內涵平衡，創新與實用並重，群我與

環境和諧的健全國民。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整合院內系所設備資源，提供優質課程與學習環境。 

(2) 跨領域教學研究資源整合，厚植實務技能。 

(3) 強化休閒產業創新中心功能，提升產學研發能量。 

18. 幼兒保育系(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45) 

幼兒保育系著重幼保基礎理論與實務結合的教學策略，規劃「文教設計組」及「托

育教學組」二大領域。文教設計組之特色：在於培育學生具備兒童教材、玩具及規劃兒

童夏令營之能力。強調「務實致用」原則，且增加與業界的交流，使其所學能配合業界

需求，並輔導及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及就業。托育教學組之特色：為培養幼兒保育與

研究之人才，及托育機構之教保人員與強化保母技能之訓練。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定位本系發展方向，與產業界共同規劃學習課程、實施教學與安排實習課程。 

(2) 鼓勵教師跨領域實務參與幼兒保育與文教設計之產學合作計畫，提升教師實務與

研究能量。 

(3) 注重實務課程，以落實技職教育特色。 

(4) 加強學生具備幼兒輔導與家庭生活教育之專業知識與技能。 

(5) 提升兒童教材、產品專業設計品質。 

(6) 強調專業檢定與認證，培育專業領域人才。 

(7) 規劃所新設「幼兒保育系」碩士班。 

19. 應用外語系(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55) 

應用外語系以宏觀的教育理念規劃課程，提供與時俱進、更具競爭力的課程內容、

教學方法與學習環境，期能培育具備英(外)語文能力、商業資訊與觀光服務等專業知識

的外語專業人才。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以宏觀的理念，規劃課程。 

(2) 建立健全行政，推動系務發展。 

(3) 建置專業教學設備。 

(4) 加強各項輔導措施，增強學生就業競爭力。 

(5) 提升學術研究風氣，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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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64)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以培育具備全方位(競技性、健身性與休閒性)指導能力的運動指

導人才、休閒產業與運動產業的服務與經營管理人才為主，整合優質的師資與完善的設

備，提供南部地區相關業界人士回流教育的管道。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擴大人才培育範圍，符應產業人力需求。 

(2) 強化自我評鑑機制，完善自我改善功能。 

(3) 持續建構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4) 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5) 加強各項輔導措施，配備學生競爭實力。 

21. 觀光遊憩系(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72) 

觀光遊憩系係因應國家觀光政策及地區發展的需要，培育休閒遊憩產業規劃及餐旅

管理人才，提升休閒人力素質及休閒服務品質，落實精緻的休閒文化。重視理論與實務

的結合，讓學生為就業儲存更多的競爭優勢與能量。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建構本位課程模組，持續提升教學內涵及多元學習環境並配合未來發展建置實務

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特色教室，提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與實習體驗。 

(2) 鼓勵參與專技實務及學術活動，以提升創新研發能量。 

(3) 落實業界實務教學，強化職場競爭力及就業力。 

2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8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教學目標為透過課程的養成與美感創造力的提升，使學生肯定

自我生命價值，進而能以台灣人文素養為文本，開展台灣時尚美學之當代精神。並以學

術理論為基礎，結合實務操作課程、業界協同教學及實務性實習體驗，使學生可迅速進

入就業市場。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

商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2) 積極辦理各項證照考試與競賽，鼓勵與輔導學生參與，達成技職教育特色。 

(3) 鼓勵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提升教師研究能力。 

(4) 執行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強化學校產學實務經驗。 

23.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91)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以提升數位內容產業之技術、創新、應用及管理能力，培育具備

技術與管理技能的整合並優質的人才為主，教學目標為整合數位內容設計與數位產業經

營管理實務為課程設計之核心，強調數位內容專業領域的理論與實務結合外，再加入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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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與管理實務能力的課程，以培育具備跨領域學識專長的技術及管理人才。103 學年度

發展重點如下： 

(1) 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基礎數位內容設計學能及數位內容產

業經營管理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2) 積極辦理各項數位內容類證照考試與競賽，鼓勵與輔導學生參與，達成技職教育

特色。 

(3) 加強業界互動，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4) 鼓勵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提升教師研究能力。 

24.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含碩士班)(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99)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是將生物技術結合應用於彩妝技術，有化妝品製造、分析與化

妝品美容保養服務兩大產業領域，在基礎課程的規劃係以成份功能性分析及化妝品的調

製為主軸，再輔以美容彩妝及設計行銷等應用課程。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結合環境分析學程，開設微量分析檢測及生技應用等課程，訓練學生具備基礎品

保分析及生技工程知能。 

(2) 規劃暨培育學生具備時尚美容造型及諮詢之基本核心能力。 

(3) 原化工實驗室重新規劃建立為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之專業教學研究室空間。 

25. 餐飲管理系(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310) 

餐飲管理系目標為培育具備全方位(專業性、技術性、國際性)之餐飲相關產業經營

管理與服務人才，整合優質的師資與完善設備，提升學術研究水準，提供餐飲相關產業

所需的專業服務，提升產學合作能量。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擴大人才培育範圍，符應產業人力需求。 

(2) 強化自我評鑑機制，完善自我改善功能。 

(3) 持續建構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4) 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5) 加強各項輔導措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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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心發展重點 

1. 通識教育中心(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318） 

通識教育中心以學生之學習為出發點，規劃縝密的通識博雅課程，包含人文學、社

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生命科學等四個領域；重視本國語文與英文教學，採本國語文適

性教學及英文分級教學，並實施補救教學，加強全校教師通識教育觀念革新，規劃有利

之教學環境，提升教師之教學及研究品質，以及執行全校有關通識教育之事務，期盼能

達成「全人教育」之教育目標。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推動全校通識教育之教學研究與革新。 

(2) 加強本國語文與英文教學，藉經驗分享，加強師生人文對話，增進人際互動與人

文素養。 

(3) 加強自然與生命科學教學，充實學生基礎科學能力。 

(4) 參與通識教育策略聯盟並結合社區資源，促進策略聯盟學校與夥伴之通識資源分

享。 

(5) 規劃學校特色通識課程，提升通識教育教學品質。 

2. 師資培育中心(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326) 

師資培育中心整合學校內外各種教育資源，藉以培養術德兼俱之良師，辦理實習生

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系列研習，推動各式教育與社會服務工作，營造重視團隊合作與良

好溝通能力的潛在課程並配合地方政府與各級學校教育需求，提供專業諮詢與服務。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持續強化師資生及畢業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習輔導，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

率。 

(2) 結合本校學習、生涯輔導資源、健全學生身心健康，落實輔導功能。 

(3) 持續推動服務學習活動，深化師資生的人文關懷之品德。 

(4) 深化實習課程，落實實務致用特色，以培育具實際教學能力之優質教師。 

(5) 強化畢業生實習與就業輔導制度的運作，增強學生職場競爭力，協助畢業生參加

教師甄試。 

3. 產學研發總中心(請參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336) 

產學研發總中心原設工程研究科技中心、電機科技中心、超微量研究科技中心、載

具及電子科技中心及營建科技中心等。102 學年度起，增設生產線模擬科技中心、試量

產科技中心、產品設計中心、實習工廠、育成中心等中心。各科技中心相互協助，執行

相關委託測試、服務、檢測案，且互相配合，積極支援各單位辦理業務，藉以提升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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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水準，務求發揮技職教育最大功能。103 學年度發展重點如下： 

(1) 擴展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 TAF 認證範圍及其他認證。 

(2) 改善現有設施，提高工作效能，增加研發硬體設備。 

(3) 提供相關教學與研究實驗支援。 

(4) 持續提升各中心人員專業訓練。 

(5) 先進射頻無線收發器及電子元件之研發。 

(6) 發展無線控制智慧型機械載具。 

(7) 發展太陽光電科技。 

(8) 積極推展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學術交流活動。 

(9) 提升承接政府專案計畫績效。 

(10) 統合創新育成能量，建構正修科技大學育成中心。 

(11) 成立專業競賽團隊並以定期會議推動相關競賽事務。 

(12) 積極參與地方科技產業與科學園區相關零組件整合技術，以提供產業技術服務。 

(13) 協助政府提升公共工程品質，強化中心業務競爭力。 

(14) 落實典範科技大學，提昇產學合作品質，建立產品設計開發鐵三角。 

(15) 積極延攬業界專業設計師、工藝師進駐，提昇學生專業設計能量。 

(16) 建構產品開發所需之色彩、材質資料庫。 

(17) 提升創意包裝開發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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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均由「總務處」負責統籌，由校務系統進行預算動支與核銷，

並結合內控稽核機制，對各項經費執行監督與管控。103 年度本校獲補助款 23,213,252 元、

獎勵款 38,032,095 元，合計 61,245,347 元，本校自籌款為 9,754,653 元(自籌款佔獎勵補助款

16%)，總經費合計為 71,000,000 元。 

一、 與資本門支用計畫之關聯 

資本門部份佔整體經費 70%，包含：補助款 16,249,276 元、獎勵款 26,622,467 元，本校

自籌款為 6,828,257 元，資本門經費合計為 49,700,000 元。支用項目包含：各所系科中心之教

學及研究設備、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與其它永續

校園設施，經費規劃說明如下： 

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獎勵補助款為 35,40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資本門

整體經費 82.6%；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合計共 6,110,000 元(包含：圖書館自動

化設備經費為 110,000 元，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經費為 6,00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資本門整

體經費 14.2%；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經費為 1,361,743 元，佔獎勵補助款資本門整體經費

3.2%。 

前述資本門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如下： 

單位 購置設備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校務發展計畫頁碼) 

土木與空間資

訊系 
全站儀、電子經緯儀、筆記型

電腦、新型土壤夯打機、透地

雷達探測系統分析展示軟

體、載重台感測監控器 

(一) 短程目標(P.103) 
1.強化專業技術研究與教學。 
策略(1)加強學生之專題製作。 
策略(6)強化實習及試驗課程。 

4.落實技職證照，輔導學生就業。 
策略(2)持續開辦乙級技術士輔導證照考試。 

(二) 中程目標(P.104) 
2.配合系所培育目標，強化實驗室功能。 
策略(2)配合國內營建工程環境之需求，培育相

關新技術、新工法及管理方法之技術人

才。 
策略(3)配合教育部推動災害防治教育及公共

工程安全監測計劃，培育災害防治技

術、工程安全監測相關技術人才。 
策略(5)整合地理資訊系統、遙測與全球定位系

統等空間資訊處理技術應用於教學。並

以開發空間資料蒐集載具，結合應用軟

體，應用雲端科技技術，培育空間資訊

技術專業人才為標的。 
電子工程系 個人電腦 (一) 短程目標(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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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設備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校務發展計畫頁碼) 

1.持續擴充及更新實驗室設備。 
策略(1)加強實驗室之基礎設備之更新及汰舊。

機械工程系 CNC 保麗龍切割機、機電整

合教學實驗台 
(一) 短程目標(P.122) 

2.推動設立及充實創意機構應用設計、無人載具

設計等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實驗室。 
策略(1)鼓勵系上師生積極參與校外學術性及

非學術性競賽，進而有系統導引主題實

驗室之特色發展。 
策略(2)提報設備需求計畫爭取學校之專案經

費支持，並鼓勵系上教師申請業界、教

育部、經濟部技術處、工業局及國科會

相關計畫，以進行技術研究與開發，並

充實相關實驗室儀器設備量能。 
電機工程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

投影機 
(一) 短程目標(P.133) 

2.持續落實實務教學成果導向機制。3.強化教師

產學合作與研發能力。 
工業工程與管

理系 
個人電腦 (二) 中程目標(P.143) 

11.建立電腦教室特色，如設置啤酒遊戲與 BOSS
系統，輔導學生參與相關競賽。並定期更新

電腦。 
建築與室內設

計系 
書櫃、單槍投影機、網路儲存

伺服器、網路管理系統軟體、

數位多功能講桌 

(一) 短程目標(P.153) 
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之設施、儀器。 
策略(2)持續提升原有網路系統功能及服務。 
策略(3)持續提升系館各專業教室空間及設備

質與量。 
資訊工程系 個人電腦 (一) 短程目標(P.162) 

1.建置教學型及實務研究型實驗室，提供學生優

質專業學習研究環境。 
策略(1)增購、汰渙更新教學型及實務研究型實

驗室所需之儀器設備、系統軟體，提升

教學效能。 
醫學工程學位

學程 
3D 印表機、Zigbex-Mote 無線

感測網路模組、生醫遠端居家

照護血氧蛋白飽和濃度感測

模組、生醫遠端居家照護非接

觸式紅外線人體體溫感測模

組、室內單點移動定位追蹤系

統 

(一) 短程目標(P.175) 
1.生物力學教學與研究。 
策略(1)透過教學規劃小組，規劃建立生物力學

相關課程，以期達成本學程醫學技術領

域與醫學機電領域之教學特色目標。 

國際企業系 個人電腦、無線麥克風 (一) 短程目標(P.189) 
1.增設商展空間模擬設施，鼓勵學生參加對外商

展競賽。 
策略(1)增設商展相關設施，配合系上畢業模擬

商展活動。 
2.增購相關國貿、語文、電腦檢定題庫系統與模

擬軟體。 
策略(2)建置並提升國際商務語言教室為英文

證照認證中心。 
企業管理系 個人電腦、個人電腦主機、教 (一) 短程目標(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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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廣播系統、無線麥克風、數

位討論桌 
1.提升產學合作績效，以凝聚業界的教學及研究

資源。 
策略(5)配合科技發展更新研究設備，並鼓勵教

師進行實務研習，以增進產學合作機

會。 
2.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

設備，實施校外實習、參訪及深化實務專題與

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能。 
策略(1)隨科技發展更新軟體與設備，以輔助實

務技能之養成。 
資訊管理系 伺服器、單槍投影機 (一) 短程目標(P.209) 

2.深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及其學分班。 
策略(3)為配合研究所特色領域實務教學，打算

把原規劃之電子化企業研討實習室

(15-0604)空間重新隔間，以建立商業智

慧研討實習室、數位學習研討實習室、

電子化服務研討實習室、雲端應用研討

實習室等屬於研究所之特色教室。 
金融管理系 個人電腦、壽險軟體、單槍投

影機、無線麥克風 
(二) 中程目標。(P.221-222) 

2.強化專業實習室設備，提升學生學習及研究品

質。 
策略(3)提升專業研究，擴增教學研究實驗室之

軟硬體設備、設置各式財金資料庫，及

財金資訊平台與即時資訊系統。 
創意產業經營

學位學程 
3D 印表機、互動式電子白

板、單槍投影機 
(一) 短程目標(P.229) 

1.強化文創、設計與商業課程之學習，培育創意

產業推廣人才。  
(二) 中程目標(P.230) 

1.建構完備教學設施與環境。 
幼兒保育系 展示櫃、教學講桌、數位多功

能講桌 
(一) 短程目標(P.245) 

1.定位本系發展方向，與產業界共同規劃學習課

程、實施教學與安排實習課程。 
策略(2)充實教學設備，提升教師素質，加強課

程間橫向聯繫及縱向難易連貫。 
(二) 中程目標(P.248) 

3.注重實務課程，以落實技職教育特色。 
5.建立幼兒文教產品應用試教實習工坊。 

應用外語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 (一) 短程目標(P.256) 
3.建置專業教學設備。 
策略(2)強化語言學習中心全方位功能及全方

位英語網路學習系統。 
休閒與運動管

理系 
一體成型抽屜式模組 KVM、

乙太網路交換器、不斷電系

統、伺服器、伺服器機櫃、筆

記型電腦、訓練專用數字計時

器、EMG 回饋肌肉電刺激

器、紅外線照相機、Fusion 
sport 運動訓練系統、電動式

(一) 短程目標(P.264) 
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策略(1)持續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策略(2)籌設專案管理、球類活動、陸域活動、

水域活動、健身活動等運動產業專業教

室。 
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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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設備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校務發展計畫頁碼) 

撞球桿檢修機、圓型上課桌、.
個人電腦、跑步機懸吊系統、

重錘式功率車、展示櫃、教學

廣播設備、液晶電視、單槍投

影機 

策略(1)配合人才培育目標，開設就業學程、證

照課程、實務課程與創思課程。  
(二) 中程目標(P.265) 

3.鼓勵專利研發、專業研究與服務。 
策略(1)推動教師積極申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

畫。 
策略(2)整合師資專長積極爭取承接部會、地方

政府及機構計畫案。 
觀光遊憩系 大床鋪、小床鋪、房務推車、

液晶電視、單槍投影機 
(一) 短程目標(P.272) 

1.建構本位課程模組，持續提升教學內涵及多元

學習環境並配合未來發展建置實務技能養成

所需軟體與設備，特色教室，提供學生進行專

業學習與實習體驗。 
策略(4)持續推動證照制度及參與各項校內外

專業技術競賽。 
策略 (7)更新專業教室之基礎設備與軟體建

置，提供學生學習管道，輔以課堂授

課以利從事相關競賽。 
2.鼓勵參與專技實務及學術活動，以提升創新研

發能量。 
策略 (5)鼓勵學生至業界實務實習及證照考

取，培養職場競爭能力。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紙櫃、畫板儲放櫃、展示板、

工作桌、主聲道喇叭、個人電

腦、儲放櫃、教學廣播設備、

陶板機、單槍投影機、電動升

降布幕、雷射印表機、電動背

景幕 

(一) 短程目標(P.282) 
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

覺設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設計能

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要求。 
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

體，以配合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

練之用。 
數位多媒體設

計系 
3D 印表機、個人電腦、單槍

投影機、教學廣播設備、液晶

電視、網路儲存設備、穩壓

器、數位單眼相機 

(二) 中程目標(P.292) 
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

務專題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化妝品與時尚

彩妝系 
加熱器、電導度測定儀、酸鹼

度計、攪拌機 
(一) 短程目標(P.299) 

1.結合環境分析學程，開設微量分析檢測及生技

應用等課程，訓練學生具備基礎品保分析及生

技工程知能。 
策略(1)設立化妝品調製及功能分析實驗室，培

育專業製造及功能分析技術人才。 
餐飲管理系 插盤式急速冷凍櫃、雙層上

架、雙連水槽、螺旋攪拌機、

磨豆機、熱水機、製冰機、管

式上架、排油煙罩、插盤式急

速冷凍櫃、萬能蒸烤箱專用置

放台、萬能蒸烤箱+生飲水系

統、雙層上架、置物推送車、

單水槽工作台櫃、單水槽工作

台、單水槽、單口鼓風爐、單

(一) 短程目標(P.310-311) 
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符應產業人力需求。 
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5.加強各項輔導措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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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平頭湯爐、電磁爐、最後發

酵櫃、基本發酵櫃、商用微波

爐、攪拌機、油炸機、烤箱、

推車、電烤箱、咖啡機、咖啡

烘豆機、飲水機、西餐爐、冷

藏冰箱、環型電熱爐、儲物棚

架、快速爐、工作台櫃、工作

台冰箱、工作台、大理石麵食

工作台、SUS 丹麥壓麵機 
通識教育中心

(含物理科) 
平板電腦、個人電腦、筆記型

電腦 
(二) 中程目標(P.319-320) 

1.繼續推動全校通識教育之教學研究與革新。 
策略(1)繼續鼓勵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教育部

專案計畫暨產學合作等計畫。 
2.繼續加強本國語文與英文教學，藉經驗分享，

加強師生人文對話，增進人際互動與人文素

養。 
策略(3)教師持續自編本國語文及英文數位教

材，並上傳至行動學習平台，提供學生

無限學習環境，強化師生互動。 
師資培育中心 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個人

電腦、單槍投影機、無線麥克

風、數位多功能講桌、數位相

機 

(一) 短程目標(P.326-327) 
1.持續強化師資生及畢業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

習輔導，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率。  
2.結合本校學習、生涯輔導資源、健全學生身心

健康，落實輔導功能。 
圖書資訊處 標籤條碼列印機、上退磁感應

機、中西文圖書、CEPS 等 6
種資料庫及 MVOD 影片 

(一) 短程目標(P.57-58) 
1.妥善運用圖資經費 
策略(1)針對系所需求，購置館藏資源，並透過

申請專案計畫、捐書等方式，積極增添

師生所需資源，以增加館藏數量。 
策略(3)積極充實教科書、教指書等專區圖書，

以強化對教學與研究的支援。 
策略(4)發展雲端數位資源，包含購置線上電子

書與電子資源等數位館藏及收錄行動

數位教材，以輔助教學、學習與研究。

策略(5)針對本校新成立之系、所/學程，添購其

專業藏書與期刊，以提供教學所需。 
3.提升圖書館服務品質。 
策略(1)更新圖書館自動化資訊系統。 

學生事務處 液晶電視、大鼓、獅頭、電音

太子、碳纖維三腳架、單眼鏡

頭、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

移動式擴音機、電木吉他、撞

球桿維修機、光療凝膠 LED
燈、自行車滾筒式訓練台、自

行車阻力式訓練台、短笛、低

音豎笛 

(一) 短程目標(P.35) 
5.建構安心就學環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 
策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

觀念，發揮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 

總務處 化學洩漏處理車、緊急沖淋洗

眼器、緊急防護器材櫃、全校

(一) 短程目標(P.44-45) 
2.加強安全設施，建構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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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理系統、輪椅升降平

台、校園緊急求救影音對講系

統 

策略(1)增設緊急求救鈴及緊急聯絡電話，以維

持校園及人員安全。 
6.健全實驗室管理制度，以達安全衛生零災害。

策略(3)檢討並修正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應變計

畫，沙盤推演後進行應變演練。 
(二) 中程目標(P.45-46) 

2.推動校園一卡化，一卡在手行遍校園。 
策略(2)建構門禁及電力(儲值卡)管理系統，提

升空間使用之管理效率及落實節約能

源之推動。 
5.落實化學品管理制度，以達安全校園之目標。

策略(3)持續推動教育訓練及防範應變，使校園

環境意外事故零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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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經常門支用計畫之關聯 

經常門部份佔整體經費 30%，包含：補助款 6,963,976 元、獎勵款 11,409,628 元，本校自

籌款為 2,926,396 元，經常門經費合計為 21,300,000 元。支用項目包含：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

下之非消耗品)與其他(2 年內新聘教師薪資、資料庫訂閱費、軟體訂購費)，經費規劃說明如

下：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經費獎勵補助款為 11,95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整體經費

65.1%；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合計共 85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整體經費 4.6%；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經費為 20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整體經費 1.1%；改善

教學相關物品經費為 400,000 元，佔獎勵補助款經常門整體經費 2.2%；其他經費為 4,973,604

元，佔獎勵補助款資本門整體經費 27%。 

前述經常門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如下： 

（一） 提升師資素質 

本校現有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為338人，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例由100學年度74.18%提升

至本(102)年79%，未來將持續鼓勵教師升等以強化師資結構並獎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或取

得第二專長，並提供學費補助，以提高教師進修意願，進而提升師資素質及教學品質。 

（二） 推動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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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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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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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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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提升教師研究質量，並將研發成果融入教學教材，以達創新教學之成效。 

（三） 強化學生事務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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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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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教師之鐘點費，以強化社團學習功能，其餘經常門經費支用則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

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以促進學生事務工作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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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高行政工作效能 

提供行政人員參與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補助，並辦理校內教育訓練，充實相關專業知

能，培育專職人才，提高行政工作效能與服務品質。 

（五） 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 

為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及學生多元化學習，配合各系所特色發展及學生社團活動需求購

置非消耗品，以增進教學及多元化學習之品質。 



41 

三、 與教育部其它計畫之規劃 

本校辦學績效卓越，95-103 年度連續 9 年榮獲教育部「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

卓越計畫」經費補助合計 4 億 2,640 萬元； 102-105 年更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經費補助合計 2 億 4,000 萬元。二項計畫與教育部獎勵補助款之經費使用，是以「相輔

相成，能使計畫成效達到倍增效果」之規劃為主，相關說明如下： 

（一） 資本門 

計畫名稱 
項目 

本計畫 
(獎勵補助計畫) 

教學卓越計畫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各系所教學

及研究設備 
主要用於各系所、通識中

心、師培中心等教學及研

究設備 

以提升整體教學資源為

主並非著重於單一系所

之教學及研究設備 

主要用於購置產學研發

中心相關產學研究設備 

圖書館自動

化及圖書期

刊、教學媒體 

主要用於採購圖書館自

動化設備、圖書期刊與教

學媒體 

主要用於打造校園行動

雲端環境設備 
主要用於各單位系統建

置所需之伺服器與周邊

採購 
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設

備 

主要用於購置學生社團

上課及活動所需之設備 
主要用於學生學習能力

展現系統平台建置 (如
GPS 平台、e-portfolio) 

主要用於學生職涯發展

相關設備 

其它 不得新建校舍建築，可支

用於省水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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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得新建校舍建築及編

列與教學無關之經費 
資本門部分多為建築工

程費，以進行產業創新研

發之「空間建構」，帶動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及智

慧財產加值之效益 

（二） 經常門 

計畫名稱 
項目 

本計畫 
(獎勵補助計畫) 

教學卓越計畫 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主要用於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改進教學、研究、

研習、進修、著作、升等

送審方面 

主要用於支應彈性薪

資，以獎勵與留任優秀人

才 

計畫主要以產學研發為

主，經費並無支用於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方面 

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工

作 

主要用於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及其他學輔

工作經費 

主要用於強化學生軟實

力展現、輔導、職涯發展

與畢業生流向調查 

主要用於學生職涯發展

辦理校外參訪與就業博

覽會等活動 
行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補助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不得編列與教學無關之

經費 
不得編列與教學、產學研

發無關之經費 

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

非消耗品) 

各系所系科中心及學生

社團之改善教學相關物

品 

主要用於提升整體教學

資源為主 
主要用於增進產學研發

中心相關研發成果為主 



42 

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 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申請原則及注意

事項」規定辦理，並配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及學校整體經費、資源整合考量下，進行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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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自籌款依本年度整體經費需求訂之，提列申請獎勵補助款之 16%為配合款，其資本門

及經常門分配比率亦為 70%：30%；資本門運用購置於教學儀器設備、圖書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經常門運用於教師改善教學研究及強化師資結構。 

（一） 分配原則 

1. 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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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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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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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學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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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圖書館則以賡續提高西文圖書期刊及電子資源經費，以充實館藏。分配原則如下： 

A.符合學校中程計畫並發展重點特色。 

B.符合院、系、中心之發展及培育目標(以近程發展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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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一】及「儀器設備經費編列審查實施要點」【詳如附件二】辦理。 

2. 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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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比例係依前一年度使用情形酌予分配。 

(2) 教師研習及著作經費依前一年度比率分配。 

(3) 教師進修經費依據當年度進修教師人數進行估算。 

(4) 教師送審經費由人事處依往年送審案件平均值予以編列。 

(5)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經費經三級教評會審查程序辦理。 

(6) 研究及改進教學依前一年度使用狀況估算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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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工作。 

(8) 各單位改善教學且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納入本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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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配程序 

1. 各需求單位召開相關規劃會議，提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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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人事、計畫管理處等單位主管、各院院長(當然委員)及各系(學位學程)教師代表

(選任委員)組成，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 

3. 決議分配原則、規劃項目、經費、各單位分配額度，依儀器設備經費分配及排序作業

流程辦理【詳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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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執行之準據。 

5. 依教育部規定時程提出申請。 

6. 修訂計畫：依教育部核定之獎勵補助項目及額度修訂原計畫，並據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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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組織會議資料及成員名單 

（一） 專責小組 

為規劃及審核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有關事宜，本校特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設置

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小組置委員數人，由教務、總務、學務、研發、圖書資訊、

人事、會計、計畫管理處單位主管及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依其職務異動改聘之)、各系(學

位學程)教師代表為選任委員組成，總務長為召集人，其中教師代表由各系(含通識教育中

心)推選一名，須未兼任任何行政職務，其任期二年，得連任之，連任以一次為限。以上

委員不得同時擔任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小組主要任務為依教育部規定編列資本門及經常門之一定比例，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

畫，審核各單位所提之需求，進行獎勵補助經費支用項目、規格、優先順序及經費分配比

例等事宜，規劃年度支用計畫書；審核申請採購內容(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變更等事

宜。組織辦法、成員名單與審議 103 年度支用計畫相關會議紀錄，詳如【附件四、正修科

技大學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二）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本校為實施內部稽核，衡量本校營運之效果與效率，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

制制度得以持續有效實施，特依教育部頒「學校財團法人及其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

實施辦法」規定訂定「正修科技大學稽核人員設置要點」。稽核人員隸屬於校長，以兼任

為原則，並不得同時兼任獎勵補助款專責規劃小組成員，其主要任務以依風險評估結果，

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制。 

設置要點、稽核人員名單、背景及專長與內部稽核實施細則，詳如【附件五、正修科

技大學稽核人員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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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勵補助經費支用相關辦法 

（一）經常門獎勵補助教師、行政人員相關辦法 

本校經常門獎勵補助教師與行政人員相關辦法摘要如下： 

類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部份摘要 附件索引

綜合 

正修科技大學提升

師資素質獎勵補助

經常門經費使用辦

法 

一、本經費獲核配後，應在下列兩項範圍內訂定年度使

用計畫提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

行。 
二、新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之薪資待遇暨學校人事費(含

薪俸及學術研究費)最高 60％。 
三、教師獎助費 30％以上，作為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

具、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及改進教學

之用途。 
四、本經費得在 5％以內支用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另提撥 2％以上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五、辦理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經費由學務長統籌規劃，

其中至多 1/4 可用於部份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

費，其餘經費支用則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

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辦理。 
六、使用於改善教學且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歸

於經常門。 
七、電子資料庫、軟體如係一年簽約一次(使用期限一年)

且無光碟片，宜歸於經常門。 
八、期刊若有典藏價值者，列為資本門支出，否則列為

經常門支出。 
九、各獎助項目金額，教師研習、著作(不含出席國際會

議)項目依各所系中心專任講師以上人數比例，均衡

分配，單位自行控管，其餘項目因性質之統整性，由

人事處統一控管，予以保留；惟每年 11 月起則不分

單位，開放自由申請。 
十、各項金額應於 12 月中旬前核銷完畢。 
十一、各項經費應以均衡分享為原則，避免集中少數教

師或行政人員使用。 

附件六 

正修科技大學獎勵

補助經費差旅費支

給要點 

一、本校教職員工使用教育部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

勵補助經費差旅費之支給，除參加講習訓練與研討(
習)會依本要點辦理外，其餘悉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

處「公務員國內差旅費辦法」支給。 
二、本要點所稱差旅費為國內外差旅費。國外差旅費(僅

限出席國際會議、赴國外考察研習及國外競賽)之報

支參考行政院「國外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補助經

費及標準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辦理。國內差

附件七 



46 

類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部份摘要 附件索引

旅費申請案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務員國內差旅

費辦法」及本要點第三點辦理。 

進修 
正修科技大學鼓勵

教師學位進修實施

辦法 

第一條 為提高師資素質，促進研究風氣，加強教學效

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本校服務 1年以上之專任教師(含助教)年齡未滿

55 歲者。其進修課程，以符合各所系(中心)發展

專長或與任教科目相關者為原則。 
新聘教師於聘任前已錄取者，得不受前項服務年

資之限制。 
第三條 種類 

一、全時間進修(留職停薪)：含國內外修讀學位

及博士後研究，必須留職停薪者。 
二、部份時間進修：含部份時間修讀國內學位

者、寒暑假赴國外修讀學位者及於國內修

讀學位在職專班者。 

附件八 

研究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

教師研究實施要點 

一、為鼓勵教師積極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種類： 
（一）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二）校外產、官、學、研委託之產學合作、專案計

畫或專利 
三、實施方式 
（一）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1.補助項目：業務費、資料檢索費、貴重儀器使用

費、研究設備費等。 
2.補助期間：一年。 
3.B 類補助金額：每年實際補助總金額與人數，視

當年度預算決定。 
4.遴選程序：研發處制訂施行細則，辦理審查完成

後陳請校長召開校教評會遴選。 
5.獎勵點數：依本校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規定。 

（二）校外產、官、學、研委託之產學合作或專案計

畫及取得國內外發明專利之獎勵依本校教師教

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規定辦理。 

附件九 

研習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

教師研習、著作實施

要點 

一、為推動技職教育發展，協助及鼓勵本校專任教師參

與國內外短期研習、訓練或研討會，吸取實務經驗，

提升教學實務能力，落實技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

點。 
二、種類： 
（一）研習項目：參加國內外研討會。 
（二）著作項目：期刊論文發表。 
（三）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四）赴國外考察研習。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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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部份摘要 附件索引

（五）校內短期研習(討)會、專題演講(僅補助主辦單

位)。 
三、實施方式： 

（一）研習項目：參加國內外研討會。 
（二）著作項目：期刊論文發表。 

研究 
著作 

正修科技大學教師

教學研究服務獎勵

辦法 

第二條 獎勵種類分為四種： 
一、教學成果獎 
二、研究成果獎 
三、服務成果獎 
四、競賽成果獎 

第三條 獎勵金依下述標準發給，每人每年總獎金最高

壹拾萬元，超過部份之點數及金額不計，且視

同已採計，不得移作他次使用： 
一、教學成果獎：連續三年內積點達(4)點者，

每名頒發獎金新台幣(貳)萬元，獎狀乙紙。

每增加(1)點，增發獎金新台幣(參)仟元，不

足 1 點者，依比例計算。 
二、研究成果獎：連續三年內積點達(4)點者，

每名頒發獎金新台幣(貳)萬元，獎狀乙紙。

每增加(1)點，增發獎金新台幣(參)仟元，不

足 1 點者，依比例計算。 
三、連續三年內教學與研究兩者合併積點達(4)

點者，比照第一、二款給獎。 
四、服務成果獎：連續三年內積點滿足前三款

之一者，方可申請，並以增加點數標準計

算，不足 1 點者，依比例計算。 
五、競賽成果獎：每滿(0.5)點者，每名頒發獎

金新台幣(壹仟伍佰)元，獲獎者另頒獎狀乙

紙。 

附件十一

升等

送審 

正修科技大學教師

送審外審審查費實

施要點 

一、為鼓勵教師積極研究，提昇師資素質，特訂定本要

點。 
二、適用對象：本校專兼任教師。(含預聘專任新進教師) 
三、辦理教師資格送審之外審審查費，每名外審學者專

家各支給 3,000 元，由人事處簽核。 
四、藝術類科等需辦理實地審查者，審查委員差旅費支

給標準參照獎勵補助經費差旅費支給要點。 
五、專任教師資格送審之外審經費由教育部獎勵補助項

下支應，不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勻支；兼任教師

資格送審之外審經費由送審教師自行負擔為原則。 

附件 
十二 

改進

教學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

教師改進教學實施

要點 

一、為鼓勵教師提昇教學水準及實務教學能力，落實技

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教師為改進教學之需而參加或舉辦之教學活動、

證照考試或競賽，均得申請補助。 

附件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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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部份摘要 附件索引

編纂

教材 
製作

教具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

教師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實施要點 

一、為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落實技職教育目標，特

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專任教師為提昇教學之需，編纂教材或製作

教具以提升教學品質，均得申請補助。 

附件 
十四 

行政

人員

進修

研習 

正修科技大學職工

進修研習要點 

一、本校為充實職工知能，培育人才，提升行政效率與

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專任職工(不含約聘人員)、兼行政教

師。 
三、進修種類含短期研習、全時進修暨公餘進修(均以國

內為限)，並依下列原則實施： 
（一）短期研習，含研討、研習、訓練、講習等(以學

校薦派為原則)。 
（二）全時進修：本人上班時段內於國內立案專科以

上學校進修者(得辦理留職停薪)。 
（三）公餘進修：本人上班時段外於國內立案專科以

上學校進修者。 
（四）全時進修暨公餘進修者名額限制：以各一級單

位總人數計算，每滿 10 人同意 1 人進修，未滿

10 人者 1 人。 
（五）各項申請案須備齊相關資料，填寫請示單或經

費申請表(書)，簽陳校長核定，經行政會議審議

後辦理核銷程序。 

附件 
十五 

正修科技大學行政

人員本人及教職員

工子女就讀本校學

費補助要點 

一、為提升本校行政人員素質及教職員工福利，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行政人員包括：正式編制內之職員、工

友。 
三、凡本校行政人員本人或教職員工子女就讀本校者，

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學費；惟學期中休學、退

學、開除學籍或延修者不得申請，已獲補助者應全

額繳回。行政人員本人補助金額由教育部獎勵補助

費項下支應。 

附件 
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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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採購規定及作業程序 

本校訂有「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辦法」，內容包含：請(採)購作業、簽約作業、驗收

作業、核銷及付款作業與儀器設備作業採購注意事項，內容摘要如下： 

類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摘要 
附件 
索引 

採購 
規定 

正修科技大學採購

作業辦法 
一、請購作業 
（一）單項請購金額達新台幣 100 萬元者，須檢附呈

核之簽呈。 
（二）各請購單位依據核定之預算及項目登入預算管

理系統填寫「請購單」，於請購單位主管簽章後

，送總務處、會計處及請校長簽核。若請購之

物品係同一組(一批、一套)，且含二項以上之品

項，須檢附報價單或明細表，或於請購單詳細

列出細目。 
（三）單項物品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者，須先會貴重

儀器中心後，轉送總務處、會計處及請校長簽

核。 
（四）化學藥品之請購，須先會總務處環境安全組。 
（五）採購組接到核准之「請購單」後，依請購金額

按規定辦理採購。 
二、採購作業 
（一）採購金額未達新台幣 1 萬元者，免取具估價單

，由請購單位自行向具有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

公司執照之合法廠商比(議)價後逕行採購。 
（二）採購金額達新台幣 1 萬元以上者，由採購組會

同請購單位合辦詢價經具持有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或公司執照 3 家以上之殷實廠商比(議)價後，

於「工程及財物購買比價記錄表」記錄，送總

務處、會計處及請校長核定採購。 
（三）採購之物品及機械儀器設備僅有獨家廠商經營(

代理)或必須指定 1 家廠牌或其他機構讓售時，

以致無法招商或比價者，得依直接議價方式辦

理，若係指定 1 家廠(商)牌時，請購單位須敘明

原因，須檢附相關資料如獨家發行、代理或製

造，並送總務處、會計處及請校長核定採購。 
（四）校內經費，採購金額達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上者

，採公開招標或函寄標單邀請 3 家以上殷實業

績良好之廠商報價，由主辦單位主持開標，並

由會計處及相關單位派員會同監標。 
（五）受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1.政府補助款之採購，其補助金額占採購金額半

數以上(含)，且補助金額在公告金額(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者，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理。

附件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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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摘要 
附件 
索引 

2.依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規定，採購之招標方

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
第 49 條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其金額逾公告

金額十分之一者，除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

外，仍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

企劃書。 
3.依政府採購法第 19 條規定，除依第 20 條及第

22 條辦理者外，應辦理公開招標。 
4.學校辦理招標時，依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規定

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金。 
5.學校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金，應依政府採購

法第 31 條規定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

商。 
6.於辦理公告金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

價、決標及驗收時，應按照政府採購法第 13
條規定應由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六）底價訂定作業： 
1.請購金額達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者，應訂定底

價。 
2.請購金額未達新台幣 100 萬元者，由總務長核

定底價。 
3.請購金額達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未達新台幣

1,000 萬元者，由校長或被指定授權人員核定

底價。 
4.請購金額達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者，應先經

底價審議小組議決後，由校長核定底價。底價

審議小組組織成員應逐年簽報校長核定。 
5.但重複性採購，如未達公告金額，得由承辦採

購單位逕行簽報核定。 
（七）開標時，若所有報價皆超逾底價，應先由最低

標廠商優先減價 1 次，如最低標廠商不願減價

或減價 1 次後仍超過底價時，由出席參加之全

體廠商當場比減價格，惟比減價格以 3 次為限

，最後 1 次比減價格結果，仍超過底價時，應

當場宣佈廢標。 
（八）國外採購作業 

1.採購國外財物得委託台灣銀行共同供應契

約、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財團法人國家實

驗研究院、大專院校共建共享聯盟、貿易商或

代理商等辦理。有關外購案之免稅令申請事

宜，悉依教育部頒佈「教育研究用品進口辦法」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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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摘要 
附件 
索引 

2.採購國外財物，得以外幣議價成交後，申請辦

理教育部免稅令之手續，免稅令核准通知後辦

理結匯手續，貨物進關後再行辦理報關驗收手

續。 
3.採購國外財物，確因國內無供貨廠商，為教學

研究需要，必須向國外廠商直接購買，由請購

單位於比(議)價記錄表敘明原因且檢附相關佐

證資料，經校長或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准後，再

依循採購程序辦理。 
三、簽約作業 

採購金額達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者，須簽訂合約書。

合約書內容為主要要求品質優良、保固期限、履約

期限、履約保證及訂定延遲罰則，以確保本校權益，

合約經雙方同意蓋章後始生效。 
四、驗收作業 

採購核定後，通知廠商交貨或進行施工，請購單位

依據成交報價單或合約內容進行交貨，於財產管理

系統內填具驗收資料、驗收結果，並列印出「財產(非
消耗性物品)驗收單」及「增加單」，送採購組、保

管組、會計處進行驗收，共同使用老師應全部參加

驗收簽章，送保管組，辦理保管登記手續。 
五、核銷及付款作業 
（一）經常門：經驗收合格後，由廠商開立發票或收

據，經辦人將發票或收據粘貼於「粘貼憑證用

紙」上並註明用途及金額，再檢附核准之請採

購作業資料，辦理核銷及付款手續。 
（二）資本門：經驗收合格後，由廠商開立發票或收

據，經辦人將發票或收據粘貼於「粘貼憑證用

紙」上並註明用途及金額，再檢附核准之請採

購作業資料、驗收單及財產增加單，辦理財產

保管登記、核銷及付款手續。 

作業 
程序 

政府經費請採購作

業流程 
詳如附件流程圖 

附件 
十八 

公開招標作業流程 詳如附件流程圖 
附件 
十九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畫書作業流程 
詳如附件流程圖 

附件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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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近年執行成效 

一、 100-102 年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情形 

（一） 師資面向 

本校持續鼓勵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並優先新聘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以改善師資結

構，近 3 年補助教師進修計 22 人次，補助新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薪資計 56 人次，助理教

授以上教師比例由 100 學年度 74.18%提升至本(102)年 79%，強化師資結構成效顯著。 

此外，本校逐年調升教師教學獎助費，作為教師教學及個人專業成長之支援，有助提

升教學品質與成效，改善教學各項補助經費統計如表 12，其它相關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

情形詳如表 13-15。 

表 12、99-102 年度改善教學各項補助經費統計表 
年度 

項目 
99 年度 100 年度 101 年度 102 年度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進修 13 151,306 8 93,643 7 80,846 7 80,623

研究 193 5,261,878 189 5,336,957 198 5,750,755 210 6,650,382

研習 54 196,265 59 267,229 61 191,651 82 529,921

著作 164 3,110,594 153 2,643,742 163 2,514,028 113 2,895,535

升等送審 45 543,000 30 366,000 53 774,000 34 463,685

改進教學 94 451,676 124 1,339,777 147 2,081,097 112 1,939,235

編纂教材 116 596,149 64 344,633 53 264,922 44 409,710

製作教具 23 517,974 25 641,346 30 619,596 37 902,530

小計 702 10,828,842 652 11,033,327 712 12,276,895 639 13,871,621

備註：102 年度改善教學各項補助經費統計至 102 年 11 月止。 

表 13、生師比(含全校及日間；請以學年統計)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101 學年度 

全校生師比 28.00 27.90 22.03 24.49 

日間生師比 14.60 14.55 15.56 17.18 

備註：生師比計算請依教育部「技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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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各類專任教師每週實際平均授課時數(含日間、夜間、進修及推廣班)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101 學年度 

教授（時/週） 7.3 6.9 7.0 7.0 

副教授（時/週） 10.4 10.4 9.9 9.9 

助理教授（時/週） 11.2 11.4 10.8 10.6 

講師（時/週） 12.6 12.5 12.4 12.6 

（二） 課程與教學面向 

表 15、業界專家參與課程之比例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101 學年度 

課程總數（全校必修及選修）

（A） 
5,815 5,959 6,002 5,804

兼任師資具業界實務經驗者

之課程數（B） 
272 250 565 546

由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

數（C） 
912 975 1,113 1,826

業界專家參與課程之比例 
〈（B＋C）/A)〉*100% 

20.36% 20.56% 27.96% 40.87%

備註：：1.業界專家應符合「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所列資格之一。 
2.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包括 6 週協同教學、千人業師(鐘頭演講)、專題指導與參與就業學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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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102 年資本門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統計 

（一） 101 年度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 

類別 設備名稱 數量 總額(元) 

電
腦
周
邊 

個人電腦 251 7,424,376

筆記型電腦 64 2,348,300

個人電腦主機 70 1,553,901

伺服器 1 128,000

高速處理工作站 2 360,000

平板電腦 4 78,000

軟體教學廣播系統 1 50,490

小計 11,943,067

電
子
化
教
學
設
備 

數位機背 1 840,000

單槍投影機 20 554,000

單眼數位相機 20 500,000

數位攝影機 4 223,000

軟體教學廣播系統 3 202,200

硬體教學廣播系統 2 191,000

液晶電視 7 174,000

數位講桌 4 152,604

數位相機 5 79,800

紅外線數位相機 1 60,000

電動銀幕 3 31,500

教學播放機 1 18,000

小計 3,026,104

總計 14,96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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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2 年度電腦周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 

類別 設備名稱 數量 金額(元) 

電
腦
周
邊 

個人電腦 135 3,506,280

個人電腦主機 62 954,080 

伺服器 3 438,000 

筆記型電腦 10 326,000 

低階伺服器 2  115,560 

教師端主控電腦 2  46,000 

小計 5,385,920 

電
子
化
教
學
設
備 

數位錄音語言學習子機 60 1,188,000 

教學機 20 465,000 

單槍投影機 8 229,400 

語言教學控制主機 1 210,000 

液晶螢幕 4 187,500 

數位講桌 4 151,472 

數位電子看板設備 1 85,000 

移動式擴音機 3 70,500 

單眼數位相機 2 67,000 

高階觸控型教學主機系統 1 43,500 

門市經營管理與互動演練教學管理主機 1 34,500 

數位攝影機 1 25,800 

電動銀幕 2 22,000 

數位錄音教材編輯器 1 20,000 

小計 2,799,672 

總計 8,18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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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 3 年已建立之學校特色 

本校本著「止於至善」校訓以及「務實創新、追求卓越」之理念，在既有教學研究基礎與

產學合作技術之下，融合「創新」與「務實」，連結「產業」與「校園」，展現學校務實創新特

色，以達「教學卓越、產學典範、永續發展」之目標。辦學績效及特色如下： 

（一）重視實務教學，發揮「學用合一」技職特色 

自 94 學年度起陸續執行「台德菁英計畫」及「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與企業共同培育基

礎及中階幹部，101 學年度「產學攜手合作暨雙軌訓練旗艦計畫」共計 19 班，合作企業 41 家；

自 95 年度春季起陸續辦理「教育部委託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辦公室」之「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與企業共同培育中、高階幹部，共與 79 家企業合作辦理 20 班。亦與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

練局南區職業訓練中心合辦「精密機械專班」及「機電整合專班」3 班產學訓專班，協助南部

企業「打造黃金黑手」；101 學年度起將深化與產業合作，更積極辦理「產業學院」之契合式

教學學分學程專班；目前完成簽約計畫辦理的有漢翔股份有限公司之「精密機械產業學院」、

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電子構裝產業學院」、曼都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美髮設計產業學

院」及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成立觀光餐飲產業專班等。為提升師生之實務能力，近年來本校

辦理與業界接軌相關計畫如下： 

「職場 Life 體驗計畫」 
►目前全校共 4 系 2 學位學程校外實習列為必修課程， 11 系 3 學

位學程列為選修課程，校外實習時數為 320 小時至 6 個月 
►各系配合課程進行校外參訪或研習共有 184 件。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大專就

業學程計畫」 
►98-101 年度共計執行 49 個學程 

「雙軌訓練旗艦計畫」、「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目前在學中與 41 家企業共同培育 19 個專班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累計至 101 年度共與 79 家企業合作辦理 20 班 

「技術士檢定場地」 ►校內現有 17 個職類、23 個職級，其中有 3 個甲級檢定場地 

100-101 年辦理千人業師計畫 ►共 31,031 家公司之 1,609 位業師蒞校授課 

業師協同教學 ►共 361 門課，聘請 388 家公司之業界專家 633 人次 

推動 31 證照計畫 ►100 學年度達 6477 張較 95 學年度成長 7.82 倍，甲/乙級證照達 608 張 

落實競賽奪標培訓計畫 ► 101 年度國際發明展榮獲 28 金 20 銀 18 銅等殊榮 

積極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102 學年度大學日間部校外實習列為必修課程 

深化「教師赴業界廣度研習、深度研習及深耕服務」

計畫 
►99-100 學年度赴業界研習計有 206 人 

 

  



57 

（二） 推動產學合作，拓展師生研發能量 

為使學校研發與產業技術密切結合，整合院、系、所及學程之產學研發能量，聚焦區域產

業發展趨勢，發展學校產學連結特色，除協助產學實務連結業務之研究發展處及產學研發總中

心外，另設置超微量研究科技中心、營建科技中心、工程研究科技中心、電機科技中心、射頻

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產業策略發展中心、資訊創新服務中心及休閒產業創新中心等 8 個科技研

發中心與藝術中心，其中有 5 個中心為 TAF 認證實驗室，以協助產業成長，提升技術能力與企

業競爭力，建立研發與產學合作重點特色，落實科技整合之技職教育目標。 

84-101 年度本校 9 次獲頒隔 2 年可申請之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96-100

年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公布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量以「爭取產學經費

與效率」、「產學合作與廣泛程度」、「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益」等 3 構面評量之排名評比，

5 年內本校在私立技職體系進入績優單位排行榜 14 次(進榜率 93.3％)，排名第 1 名 6 次(佔 40

％)，且在「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率」達頂標學校指標(需符合「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

與效率」、「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經費」達頂標且經費大於 4,000 萬元之條件)中 5 年內榮獲

私立技職體系 4 次第 1 名，1 次第 2 名；101 年教育部產學合作績效評量另以「大專校院研發

經費來自企業金額」、「大專校院開創智財收入」、「大專校院孕育新創企業家數」3 項績優

校院為指標，公、私技職體系每項選出績優校院 1 至 3 校，本校獲 2 項績優校院，進榜率於公、

私技職校院中與台灣科技大學並列第 1。專利與技轉績效方面亦逐年成長，101 年度發明及新

型專利數共計 55 件，技術移轉件數共計 49 件，技轉金額合計 983.5 萬元。 

（三）爭取外界資源，增進優質教學 

本校辦學績效卓越，95-103 年度連續 9 年榮獲教育部「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

計畫」經費補助合計 4 億 2,640 萬元，100-101 年度更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全國最高金額之

補助；98-100 年度獲「發展區域產學連結計畫」經費補助合計約 2,670 萬元，102-105 年榮獲教

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經費補助合計 2 億 4,000 萬元。「教育部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

業計畫」經費補助合計約 2,800 萬元；101-102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經費補助合計約 490 萬元；99-102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經費

補助合計約 667 萬元；99-102 學年度「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經費補助合計約 3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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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一、 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 

詳如下列附表 

附表索引 附表內容 頁數 

附表一 經費支用內容 P.65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P.66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P.67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P.69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P.107

附表六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P.108

附表七 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P.109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P.113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P.115

附表十 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 P.118

二、 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部分 

單位 購置設備 預期成效 

土木與空間

資訊系 
1.全站儀、電子經緯儀、筆記型電腦 
2.新型土壤夯打機 
3.透地雷達探測系統分析展示軟體 
4.載重台感測監控器 

1. 搭配大學部遙測學實習、三維建模技術、三

維動畫技術、虛擬實境技術、實務專題(選修)

及研究所遙測影像分析及應用等課程，培育

學生空間資訊技能。提升教師研究技術，執

行防災計畫拍攝淹水區域、淹塞湖範圍、土

石流潛勢溪流區域，任意開發區影像拍攝，

海岸變遷，堤防現況等相關遙測影像拍攝。

2. 搭配土壤力學課程可供示範教學用，而土壤力學

實驗可提供學生之實習體驗、將可提供產學合作

之研究用。 

3. 培訓學生非破壞檢測在土木工程之應用課程/土

壤力學實驗/材料試驗/大地工程個案分析/大地材

料試驗/實務專題/碩士論文研究/產學合作計畫。

4. 投入防災監測領域，不但具有國科會研究成

果及專利，而且也與業界有多項合作計晝。

其成果可融入相關課程，將新技術引導學生

學習。結合現有設備，增添防災監測儀器及

感測器，配合新設課程，加強資料庫分析，

學生可從學習中了解建立各項災變危害度分

析。提供學生進行實務專題及碩士班論文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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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設備 預期成效 

電子工程系  個人電腦   訓練學生利用電腦結合 GPS、地理資訊

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 GIS)與無線手機通訊 GSM 系統來

設計『車隊監控系統』，讓管理者透過

網際網路，就能從電腦上監控所有車輛

位置及車況。  
機械工程系 1.CNC 保麗龍切割機 

2.機電整合教學實驗台 
1. 提供學生『實務專題』課程、及參加各種相

關競賽與光機電系統實驗室執行各項計畫使

用，培養學在電腦控制領域上之能力。 

2. 提供學生氣液壓控制及機電整合實驗用，培

訓學生在機電整合之能力。 

電機工程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

機 

 搭配計算機概論、程式語言、電腦軟體應用

及實習微處理機與實習、網際網路應用等課

程，培育學生電腦程式語言及軟體應用能

力。發揮穩定電腦教室整體系統正常運作之

功能，提高學生在上課練習時之操作效率，

以提升學習成效。 
工業工程與

管理系 
 個人電腦  搭配電腦輔助繪圖、電腦輔助設施規劃、電

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電腦整合製造、

資料處理、電腦軟體應用、管理個案分析、

管理資訊系統、電子商務、實驗設計、會計

資訊系統等課程。搭配製造程序、電腦輔助

製造等課程，強化電腦軟體應用教學品質。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1.書櫃 
2.單槍投影機 
3.網路儲存伺服器、網路管理系統軟體

4.數位多功能講桌 

1. 教學課程資料及設計報告儲存，更換目前破

損的舊書櫃，提升師生使用率。 

2. 前端大螢幕之投影，更新老舊設備，以符合

教學需求。 

3. Window Server 系統之網路伺服器，供專業

軟體及認證考試使用，提昇網路系統功能，

以達教學需求。 

4. 講授課程教學使用，汰舊換新更新設備，提

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果。 
資訊工程系  個人電腦  搭配雲端運算技術與商機、智慧感測技術、

生醫訊號量測、無線感測網路概論、無線感

測網路實務、智慧手機程式設計等課程，提

供學生實務專題及研究生研發使用，提升教

學及研究品質。 
醫學工程學

位學程 
1.3D 印表機 
2.Zigbex-Mote 無線感測網路模組、生

醫遠端居家照護血氧蛋白飽和濃度

感測模組、生醫遠端居家照護非接觸

式紅外線人體體溫感測模組、室內單

點移動定位追蹤系統 

1. 配合電腦輔助繪圖、科技輔具理論與實務、

義肢與矯具學實務、醫療輔具設計分析實務

與實作等課程使用。 

2. 搭配醫學材料實驗、科技輔具理論與實務、

義肢與矯具學實務、生醫訊號量測實務、醫

療輔具設計分析實務、人體動態分析實務、

健康照護系統實務、醫學影像處理系統實務

等課程，及學生實務專題使用，充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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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設備 預期成效 

力學實驗室」之教學儀器設備。 
國際企業系  個人電腦、無線麥克風  汰舊換新電腦及麥克風設備，改善教學環

境，提升教學品質。 
企業管理系 1. 個人電腦、個人電腦主機 

2. 教學廣播系統、無線麥克風 

3. 數位討論桌 

1. 汰舊換新，支援研究所及產攜專班課程。 

2. 汰舊換新，提高教學互動性。 

3. 可將螢幕隱藏，便於一般課程上課使用，提

高專業教室使用率，增加教室空間的彈性配

置運用。 
資訊管理系 1.伺服器 

2.單槍投影機 
1. 結合現有之雲端虛擬系統相關軟體，建置一

個雲端虛擬技術為導向之教學與實習架構。

2. 汰舊換新，改善教學設施。 
金融管理系 1.個人電腦、壽險軟體 

2.單槍投影機 
3.無線麥克風 

1.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每學期至少有 6 門課程

(共同基金、營運資金管理、行為財務學、保

險學、專題研究方法、專題製作)使用該設

備，使用率可達 90%以上。 

2. 汰舊換新，改善教學設施。 

3. 提供師生優質教學環境。 
創意產業經

營學位學程 
 3D 印表機、互動式電子白板、單槍

投影機 

 充實創意製作實習室的軟硬體設施，並強化

文創、設計與商業課程之學習，提升學生競

賽與展演、創意製作專業能力。 
幼兒保育系 1.展示櫃 

2.教學講桌 
3.數位多功能講桌 

1. 充實教材課程設計研討室設備。 

2. 改建及擴充專業教室，建立幼兒文教產品應

用試教實習工坊。 

3. 達成數位化教學使用，提昇學習效果。 
應用外語系 1.個人電腦 

2.筆記型電腦 
1. 達成數位化教學。 

2. 活動式教學提升教學活動品質。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1.一體成型抽屜式模組 KVM、乙太網

路交換器、不斷電系統、伺服器、伺

服器機櫃、筆記型電腦 
2.訓練專用數字計時器 
3.EMG 回饋肌肉電刺激器、紅外線照

相機 
4.Fusion sport 運動訓練系統、電動式

撞球桿檢修機 
5.圓型上課桌 
6.個人電腦 
7.跑步機懸吊系統、重錘式功率車 
8.展示櫃 
9.教學廣播設備 
10.液晶電視 
11.單槍投影機 

1. 建置專案管理專業教室，完善活動與賽會專

案管理系統，本系統建置以整合目前系所內

既有之資源，開發多元且專業的專案管理教

育課程，培養學生考取國內專案管理證照為

目標，另運用本系統，透過產學合作之實務

操作，培養學生實務操作之能力，與日後投

入產業之產業競爭力。 

2. 培育學生儀器操作能力，專項運動訓練時可

精準測試時間，體適能檢測之心肺耐力項目

計圈、計時，游泳、田徑等項目訓練時運用

或技術改善，可協助學生進行專題實務與運

科研究及運動鑑賞課程使用。 

3. 充實運動傷害防護教室設備，配合運動傷害

與防護、傳統健身運動專題、專長術科、健

身專長訓練、球類專長訓練、游泳專長訓練、

運動生物力學研究、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數

據處理、體能訓練專題、水療養生保健、經

絡養生保健、體能訓練理論與實務、運動生

理學研究、運動心理學研究、運動訓練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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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設備 預期成效 

究、運動生物化學研究等課程使用。 

4. 建置體能暨生理機能檢測教室，配合球類專

長訓練、游泳專長訓練、健身專長訓練、運

動科學儀器操作、球類運動科學、游泳運動

科學、健身運動指導科學、球類指導理論與

實務、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健身運動指導

理論與實務(含撞球等)、直排輪、運動生理

學研究、運動生物力學學研究、運動訓練學

研究、運動生物化學研究等課程使用。 

5. 建置休閒產業專業教室、活動事件管理教室

之設備。 

6. 建置運動保健訓練設備研製教室之設備。 

7. 建置運動負荷教室之設備。 

8. 走廊展示櫃及玻璃展示櫃，提供場域活動專

業教室展示空間。 

9. 建置新建休閒產業專業教室、養生保健專業

教室、球類運動專業教室、場域活動專業教

室、活動事件管理教室、體能暨生理機能檢

測諮詢中心、韻律教室、健身運動指導教室

等上課廣播設備。 

10. 動態影片播放以達活化教學。 

11. 活動事件管理教室數位化教學。 
觀光遊憩系 1.大床鋪、小床鋪、房務推車 

2.液晶電視 
3.單槍投影機 

1. 輔助房務課程之教學使用，輔導考取服務技

巧證照，通過率預估達 80%以上。 

2. 建置專業教室教學設備，動態影片播放以達

活化教學。 

3. 改善數位教學設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1.紙櫃、展示板、畫板儲放櫃 
2.工作桌 
3.主聲道喇叭 
4.個人電腦 
5.專題教室儲放櫃 
6.教學廣播設備 
7.陶板機 
8.單槍投影機、電動升降布幕 
9.雷射印表機 
10.電動背景幕 

1. 建置新建繪畫專業教室滿足多元課程所需，

及教材教具收納置放，及學生課堂教學進度

作品觀摩展示，發揮空間場地的使用機能。

2. 建置新建平面教室學生課堂教學，滿足平

面、印刷相關課程所需。 

3. 充實專業教室視聽配備。 

4. 提升數位化教學成效。 

5. 建置新建專題教室。 

6. 建置新建教室上課廣播設備。 

7. 提供立體構成、媒材探索與表現、角色模型

製作及角色造形設計等課程及課外活動展示

使用。 

8. 新增攝影棚、美學教室、立體教室、平面教

室等空間內建置視聽設備。 

9. 提供學生出圖使用。 

10. 建置新建攝影棚，提供教師教學攝影及學生

分組使用，累積教學資源與學習成果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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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購置設備 預期成效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1.3D 印表機 
2.個人電腦、單槍投影機 
3.教學廣播設備、液晶電視、網路儲存

設備、穩壓器 
4.數位單眼相機 

1. 學生作品展示並支援產學合作產出。 

2. 建置特色實習室，提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

實務專題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3. 建置動畫設計實習教室上課設備提供學生進

行專業學習。 

4. 提供學生實務專題製作，增進實務能力。 
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 
 加熱器、電導度測定儀、酸鹼度計、

攪拌機 

 化妝品調製及實習等課程，整合相關課程，

生技化妝品研發技術發展，致力健康美容保

養品之開發。 
餐飲管理系 1.飲水機、插盤式急速冷凍櫃、SUS 丹

麥壓麵機、烤箱、攪拌機、基本發酵

櫃、最後發酵櫃、單水槽、工作台、

商用微波爐、大理石麵食工作台、環

型電熱爐 

2.萬能蒸烤箱+生飲水系統、萬能蒸烤

箱專用置放台、西餐爐、工作台、工

作台冰箱、快速爐、冷藏冰箱、咖啡

烘豆機、咖啡機、單口平頭湯爐、單

口鼓風爐、單水槽、工作台、單水槽

工作台櫃、置物推送車、雙層上架、

排油煙罩、製冰機、熱水機、磨豆機、

雙連水槽、雙層上架 

3.工作台、快速爐、儲物棚架、單水槽

工作台、雙層上架、萬能蒸烤箱+生

飲水系統、萬能蒸烤箱專用置放台 

4.商用微波爐、大理石麵食工作台、環

型電熱爐、快速爐、儲物棚架、電烤

箱、烤箱、攪拌機、單水槽工作台、

螺旋攪拌機 

5.儲物棚架 

6.萬能蒸烤箱+生飲水系統、萬能蒸烤

箱專用置放台 

7.儲物棚架、推車 

8.工作台、工作台櫃、冷藏冰箱、油炸

機、電磁爐、單水槽工作台、電熱式

明火烤箱、管式上架、雙連水槽、雙

層上架、飲水機、西餐爐 

1. 建置新建烘焙專業室，搭配烘焙進階廚藝、

歐式麵包製作、西式點心製作、巧克力製作、

蛋糕製作、餅乾製作、創意麵包製作、和果

子製作、冰淇淋製作、蛋糕裝飾、中式點心

製作等 11 門課程，訓練學生烘焙技巧。 

2. 建置新建學生實習餐廳，搭配西餐進階廚

藝、食物學、特色異國料理、綠色輕食料理、

日式料理、西式蔬食製作、套餐製作、說菜

藝術、宴會餐點等 9 門課程，可供 450 人使

用。 

3. 建置新建中餐廚藝專業教室，搭配中餐進階

廚藝、食物學、中式米麵食製作、養生膳食

製作、台灣傳統料理、筵席菜餚製作、素食

料理製作、創業小吃製作、說菜藝術等 9 門

課程，培訓學生中餐廚藝技能。 

4. 建置新建點心坊，搭配烘焙進階廚藝、歐式

麵包製作、西式點心製作、巧克力製作、蛋

糕製作、餅乾製作、創意麵包製作、和果子

製作、冰淇淋製作、蛋糕裝飾、中式點心製

作等 11 門課程，培訓學生點心製作技能。 

5. 建置新建物流中心，提供本系師生餐飲物品

存放，學習實務實作。 

6. 建置新建中式廚藝示範教室，搭配中餐進階

廚藝、食物學、中式米麵食製作、養生膳食

製作、台灣傳統料理、筵席菜餚製作、素食

料理製作、創業小吃製作、說菜藝術等 9 門

課程，培訓學生中餐廚藝技能。。 

7. 建置新建烘焙儲藏室，儲藏各樓層之專業器

具功能。 

8. 建置新建西餐廚藝專業教室，搭配西餐進階

廚藝、食物學、特色異國料理、綠色輕食料

理、日式料理、西式蔬食製作、鐵板燒製作、

宴會餐點、套餐製作等 9 門課程，培訓學生

西餐廚藝技能。 
通識教育中

心(含物理科) 
 平板電腦、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  自編本國語文及英文數位教材，上傳至行動

學習平台，提供學生無限的學習環境，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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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互動。 
師資培育中

心 
1.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 
2.個人電腦 
3.單槍投影機 
4.無線麥克風 
5.數位多功能講桌 
6.數位相機 

1. 提升教師授課品質、校外演講及學生教材製

作用。 

2. 增加行政效率及學生教材製作用。 

3. 改善圖書室品質，提升教師討論、研究及教

學品質。 

4. 提升教師上課品質及學生聆聽舒適之效果。

5. 提高電腦實習室品質，改善教師教學品質。

6. 海報、活動紀錄及學生教材製作用。 
圖書資訊處 1.標籤條碼列印機、上退磁感應機 

2.中西文圖書、CEPS 等 6 種資料庫及

MVOD 影片 

1. 圖書館館藏自動化，提升圖書館硬體設施品

質。 

2. 充實圖書館藏書量，提高全校師生研究、讀

書風氣。 
學生事務處  液晶電視、大鼓、獅頭、電音太子、

碳纖維三腳架、單眼鏡頭、個人電

腦、筆記型電腦、移動式擴音機、

電木吉他、撞球桿維修機、光療凝

膠 LED 燈、自行車滾筒式訓練台、

自行車阻力式訓練台、短笛、低音

豎笛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提供社團活動器材，促

進社團之發展，提升並培養學生參與社團之

興趣。 

總務處 1.化學洩漏處理車、緊急沖淋洗眼器、

緊急防護器材櫃 
2.全校能源管理系統 
3.輪椅升降平台 
4.校園緊急求救影音對講系統 

1. 提升校園環境安全防護及緊急處理應變能

力。 

2. 改善校園無障礙空間設施。 

3. 建立全校各樓層之電力使用資訊，以利執行

節能措施，達到減碳成效。 

4. 提升校園安全即時緊急狀況處置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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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部分 

單位 項目 預期成效 

人事處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獎助教師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

審、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等，藉

以改進教學及提昇研究、研發及創新能力，

強化教學品質及成效，並激發教師研究能

量，增進產學合作。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外聘社團指導老師，鼓勵同學積極參與社團

活動，使社團活動多元化，以培養學生自治

能力，孕育優秀領導服務人才。辦理各項活

動，提昇學生生活知識與技能。提高學生參

與社團意願，增加對學校的凝聚力及向心

力。 

人事處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  增進職工本職專業知能，提高服務、專業素

質及工作效率。 

幼兒保育系、 

電子工程系、 

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網球社、 

壘球社、 

創意陣頭研

究社 

 壘球手套、壘球棒組、安全頭盔組、

小堂鼓、網球拍、研磨機、氣動砂

布機、砂輪機、角度切割機、噴槍、

空壓機、珠寶工作桌、工作桌、雷

射測距儀、墨線儀、電動圓鋸機、

測試計、衝擊式電鑽、電子天平、

Arduino ADK 系統實驗平台、上課

桌、圓盤鋸 

 有助於教學研究及社團活動之執行與推動。

人事處  補助新聘教師薪資  新聘助理教授以上並具備實務經驗教師為

主，以提升教學內涵，並能與產業結合，強

化師資結構。 

圖書資訊處 1. 資料庫訂閱費 

2. 軟體訂購費 

1. 訂閱電子期刊以加強並提升師生學術及研

發能力。 

2. 提升師生軟體使用及應用能力。 

 

  



65 

附表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單位：元) 

103 年度獎勵補助款經費明細 

補助款(1) 獎勵款(2) 
總預算 

(3)=(1)+(2) 

自籌款(4) 
（規定須佔獎勵補助款 10%以

上，本校自籌款 16%） 

總經費 
(5)=(3)+(4) 

23,213,252 38,032,095 61,245,347 9,754,653 71,000,000

 

(單位：元) 

 資本門(70%) 經常門(30%)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補助款 獎勵款 自籌款 

金額 16,249,276 26,622,467 6,828,257 6,963,976 11,409,628 2,926,396

合計 49,700,000 21,300,000 

占總經費 

比例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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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資本門不得高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如有特殊需求必須變更經常門及資本門比例者，應經專案核定

後並列於支用計畫書中。經、資門之劃分應依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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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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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

究設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不含自籌款金額】） 

35,400,000 82.6% 2,200,000 32.2% 附表四 

二、圖書館自動化

及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應

達 資 本 門經 費

10%【不含自籌

款金額】） 

圖書館自動化

設備 
110,000 0.2% 0 0% 附表五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6,000,000 14% 0 0% 附表六 

小計 6,110,000 14.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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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743 3.2% 0 0% 附表七 

四、其他（省水器材、實習實驗、

校園安全設備與環保廢棄物處

理、無障礙空間、其他永續校園

綠化等相關設施） 

0 0% 4,628,257 67.8% 附表八 

總 計 42,871,743 100% 6,828,2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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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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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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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常

門經費 30%以上

【不含自籌款金

額】） 

編纂教材 400,000 2.2% 0 0%  

製作教具 900,000 4.9% 0 0%  

改進教學 2,000,000 10.9% 0 0%  

研究 5,100,000 27.8% 1,500,000 51.3%  

研習 600,000 3.3% 0 0%  

進修 0 0.0% 100,000 3.4% （註六）

著作 2,500,000 13.6% 0 0%  

升等送審 450,000 2.4% 0 0%  

小計 11,950,000 65.1% 1,600,000 54.7%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 相 關 工 作

(占經常門經費

2%以上【不含自

籌款金額】）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212,500 1.1% 0 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637,500 3.5% 0 0%  

小計 850,000 4.6% 0 0%  

三、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不含自籌款金額】) 
200,000 1.1%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400,000 2.2% 400,000 13.7%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 3,973,604 21.6% 926,396 31.6%  

現有教師薪資 % 0 0%  

資料庫訂閱費 1,000,000 5.4% 0 0% （註七）

軟體訂購費 % 0 0%  

其他 % 0 0%  

小計 4,973,604 27% 926,396 31.6%  

總 計 18,373,604 100% 2,926,3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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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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年限 2 年以內之「電子資料庫訂閱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項目（應占經常門獎勵補

助款 30%以上）支應，應置於經常門「其他項」下。 

註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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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九：本獎勵補助經費經常門不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評

鑑費。 

註十：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各項目之支用比例。 

註十一：經常門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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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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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學務

處統籌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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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單位：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 
教 學 廣 播
系統 

硬體教學廣播教學系統(含：主控
台*1、分配器*1、教師機*1、學
生機*15)每 4 台 PC 共用 1 外接
盒,可供 60 台 PC 用 

1 套 140,000 140,000 專業教室教學
設備 

企業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2.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
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實
施校外實習、參訪及深化實務專
題與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
能。策略(1)隨科技發展更新軟體
與設備，以輔助實務技能之養
成。(P.201) 

獎勵補

助經費 

2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7 台 24,000 168,000 
改善教師教學
研究品質 

企業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提升產學合作績效，
以凝聚業界的教學及研究資源。
策略(5)配合科技發展更新研究設
備，並鼓勵教師進行實務研習(廣
度研習、深度研習、深耕服務)，
以增進產學合作機會。
(P.200-201) 

獎勵補

助經費 

3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Windows 作
業系統)、DDR3 1600 8GB/1TB 

2.螢幕規格：27 吋、LED 背光模
組 1920x1080/60Hz 

8 台 30,500 244,000 建置電腦教室
硬體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
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課
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4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Windows 作
業系統)、DDR3 1600 8GB/1TB 

2.螢幕規格：27 吋、LED 背光模
組 1920x1080/60Hz 

3.還原卡 
4.顯示卡 

4 台 36,000 144,000 建置電腦教室
硬體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
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課
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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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5 
筆 記 型 電
腦 

15 吋，Core i3(Windows 作業系
統) 

5 台 18,000 90,000 

成立專案管理
專業教室，強
化學生專案管
理能力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策略 (2)籌設專案管理、球類活
動、陸域活動、水域活動、健身
活動等運動產業專業教室。
(P.264) 

(二) 中程目標-3.鼓勵專利研發、專業
研究與服務。策略(1)推動教師積
極申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策
略(2)整合師資專長積極爭取承接
部會、地方政府及機構計畫案。 
(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6 伺服器 

1.處理器： Intel Xeon E5-2600 
2.0GHZ 

2.RAM: 4GB 
3.HD 300GB x 4 
4.IBM DVD-ROM x 1 
5.ServeRAID 5 x 1 
6.750W 熱抽換備援電源 

2 台 153,000 306,000 

成立專案管理
專業教室，強
化學生專案管
理能力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策略 (2)籌設專案管理、球類活
動、陸域活動、水域活動、健身
活動等運動產業專業教室。
(P.264) 

(二) 中程目標-3.鼓勵專利研發、專業
研究與服務。策略(1)推動教師積
極申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策
略(2)整合師資專長積極爭取承接
部會、地方政府及機構計畫案。
(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7 電動銀幕 8 呎×10 呎 1 幅 12,000 12,000 專業教室視聽
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
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課
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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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8 
電 動 背 景
幕 

大型 4 馬達電動式背景昇降系
統，背景橫桿，直角雙萬用夾 

1 台 40,000 40,000 攝影課程用教
學設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
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課
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9 
伺 服 器 機
櫃 

含：19"加深伺服器專用機架*1、
風扇/鋁框網孔門/電源座*1、水
平整線架*4、垂直理線槽 *2 

1 座 22,500 22,500 

成立專案管理
專業教室，強
化學生專案管
理能力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策略(2)籌設專案管理、球類活
動、陸域活動、水域活動、健身
活動等運動產業專業教室。
(P.264)  

(二) 中程目標-3.鼓勵專利研發、專業
研究與服務。策略(1)推動教師積
極申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策
略 (2)整合師資專長積極爭取承
接部會、地方政府及機構計畫
案。(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0 
不 斷 電 系
統 

1.10KVA、I/P：1ψ2ω 220V O/P：
1ψ3ω 220V/110V。 

2.外加電池箱(7AH*20*2)放電約
30mins 

1 台 81,000 81,000 

成立專案管理
專業教室，強
化學生專案管
理能力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策略(2)籌設專案管理、球類活
動、陸域活動、水域活動、健身
活動等運動產業專業教室。
(P.264) 

(二) 中程目標-3.鼓勵專利研發、專業
研究與服務。策略(1)推動教師積
極申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策
略(2)整合師資專長積極爭取承接
部會、地方政府及機構計畫案。
(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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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1 
雷 射 印 表
機 

1.彩色/黑白 
2.列印速度：20ppm 以上 
3.印品質：600x600 dpi 以上 

1 台 80,000 80,000 建置電腦教室
硬體(出圖室)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
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課
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2 
乙 太 網 路
交換器 

1.24*10/100/1000Mbps 
RJ-45ports 

2.4*1GbE SFP 
ports(uplink/stacking) 

3.Switching capacity (data 
rate,fullduplex)：56 Gbps 

4.Forwarding capacity (data 
rate,full duplex)：42 Mpps 

1 台 17,100 17,100 

成立專案管理
專業教室，強
化學生專案管
理能力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策略(2)籌設專案管理、球類活
動、陸域活動、水域活動、健身
活動等運動產業專業教室。
(P.264) 

(二) 中程目標-3.鼓勵專利研發、專業
研究與服務。策略(1)推動教師積
極申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策
略(2)整合師資專長積極爭取承接
部會、地方政府及機構計畫案。
(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3 陶板機 工作面積：600*1,000*50m/m 以
上 

1 台 30,000 30,000 媒材課程用教
學設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
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課
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4 紙櫃 1.50*100*74cm 以上 
2.可存放二開紙張 

2 座 10,000 20,000 繪畫課程器材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4)專業科目的規劃以
配合特色領域，並建置專業教學
大樓、產品設計中心及相關特色
教室。(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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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5 紙櫃 1.61*130*95cm 以上 
2.可存放全開紙張 

2 座 20,000 40,000 繪畫課程器材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4)專業科目的規劃以
配合特色領域，並建置專業教學
大樓、產品設計中心及相關特色
教室。(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6 
畫 板 儲 放
櫃 

1.400*150cm 檯面以上 
2.鐵製 

1 座 53,000 53,000 繪畫課程器材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4)專業科目的規劃以
配合特色領域，並建置專業教學
大樓、產品設計中心及相關特色
教室。(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7 展示板 1,100*230cm 以上 2 個 30,000 60,000 繪畫課程器材
作品展示用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4)專業科目的規劃以
配合特色領域，並建置專業教學
大樓、產品設計中心及相關特色
教室。(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8 工作桌 1.75*5*40cm 以上 
2.方型 

2 張 10,000 20,000 繪畫課程用教
學設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4)專業科目的規劃以
配合特色領域，並建置專業教學
大樓、產品設計中心及相關特色
教室。(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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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9 儲放櫃 含上下鐵櫃、置物組 2 組以上 9 座 20,000 180,000 專題教室器材
儲放設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
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課
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20 擴音喇叭 
1.150W 功率以上 
2.單體尺寸： 
高音 1 吋、低音 8 吋以上 

2 組 12,000 24,000 專業教室視聽
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之
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課
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21 
一 體 成 型
抽 屜 式 模
組 KVM 

含：17 吋 LCD、K/B、MOUSE
及 16PORT 電腦切換器*1 

1 台 25,200 25,200 

成立專案管理
專業教室，強
化學生專案管
理能力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策略(2)籌設專案管理、球類活
動、陸域活動、水域活動、健身
活動等運動產業專業教室。
(P.264)  

(二) 中程目標-3.鼓勵專利研發、專業
研究與服務。策略(1)推動教師積
極申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策
略(2)整合師資專長積極爭取承接
部會、地方政府及機構計畫案。
(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22 
數 字 計 時
器 

運動訓練專用 
1.尺寸：60×39×26 ㎝ 
上方顯示器：高 12 ㎝ 
下方顯示器：高 11 ㎝ 

2.可多段程式計時器、碼錶、時
鐘等功能 

2 台 28,500 57,000 

成立專案管理
專業教室，強
化學生專案管
理能力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與
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75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23 
插 盤 式 急
速冷凍櫃 

1.L110*W170*H214cm 以上 
2.烤盤 72*46*2.5cm 共 16 板 
3.側吹式風扇*4 只(冰箱右側) 
4.蒸發器 1/2”140 呎 10” 
5.散熱器採用 5HP 
6.電壓 220V 30A、數位式控制器

1 台 253,300 253,300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24 
SUS丹麥壓
麵機 

1.不銹鋼製 
2.馬力數 ∮3 220V/1HP 
3.輸送帶 200 公分以上 

1 台 110,700 110,700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25 
大理石麵食
工作台 

1.180*90*85cm 以上，不銹鋼板
施作，台面 1/3 採用大理石，
厚度 3 公分 

2.檯面須設自動電子秤重面板可
即時顯示重量數值 

3.下層板、下棚架、防水插座 

10 座 50,000 500,000 點心坊教室、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26 工作台 1.140*75*80cm 以上 
2.須含下層板 

1 座 24,800 24,8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27 工作台 1.120*75*80/95cm 以上 
2.須含下層板 

4 座 23,500 94,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28 工作台 1.185*85*85/95cm 以上 
2.須含下層板及下孔板 

6 座 26,800 160,8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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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工作台 1.185*75*85/95cm 以上 
2.須含下層板及下孔板 

8 座 28,200 225,600 中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0 工作台 1.120*75*80/95cm 以上 
2.須含下雙層板 

2 座 23,500 47,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1 工作台 1.180*60*80cm 以上 
2.須含下廚櫃 

1 座 45,000 45,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2 工作台 1.180*75*80/95cm 以上 
2.須含下廚櫃 

1 座 45,000 45,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3 
工 作 台 冰
箱 

1.180*60*80cm 以上 
2.110-220V(半凍半藏) 

1 台 31,300 31,3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4 工作台櫃 1.90*90*85cm 以上 
2.須含下層板及下孔板 

6 座 28,400 170,4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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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作台櫃 1.180*70*85cm 以上 
2.下層板及下孔板 

2 座 42,800 85,6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6 工作台櫃 1.70*90*85/95cm 以上 
2.下層板/下孔板 

2 座 24,400 48,8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7 快速爐 1.70*75*80/95cm 以上 
2.不銹鋼砲台式單口 

1 台 32,600 32,600 點心坊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8 快速爐 1.130*85*85/95cm 以上 
2.不銹鋼砲台式雙口 

8 台 50,400 403,200 中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39 快速爐 1.130*75*80/95cm 以上 
2.不銹鋼雙口式 

1 台 45,600 45,6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40 儲物棚架 1.120*50*180cm 以上 
2.不銹鋼材質(四層板條狀) 

12 座 21,200 254,400 物流中心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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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儲物棚架 1.160*50*180cm 以上 
2.不銹鋼材質(四個層板) 

1 座 20,800 20,800 點心坊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42 儲物棚架 1.150*50*180cm 以上 
2.不銹鋼材質(四個層板) 

9 座 23,300 209,700 烘焙儲藏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43 儲物棚架 1.150*40*180cm 以上 
2.不銹鋼材質(四層板條狀) 

1 座 18,300 18,300 中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44 儲物棚架 1.150*50*180cm 以上、附輪 
2.不銹鋼材質(四個層板) 

1 座 20,700 20,700 烘焙儲藏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45 
環 型 電 熱
爐 

1.40*40*14.5cm 以上 
2.功率 2.6KW 以上 
3.電壓:1∮ 220V-2.6KW 以上 
4.不銹鋼材質 

8 台 41,600 332,800 點心坊教室、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46 冷藏冰箱 

1.180*90*80cm 以上 
2.壓縮機 ∮1 -220V-15A 
3.無霜送風式，冷藏溫度 2℃-7℃
4.含活動耐重輪 
5.六門雙開臥式 

1 台 59,600 59,6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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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冷藏冰箱 

1.120*80*200cm 以上 
2.壓縮機 ∮1 -220V-15A 
3.無霜送風式，冷藏溫度 2℃-7℃
4.含活動耐重輪 
5.四門立式 

4 台 50,300 201,2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48 西餐爐 
1.80*90*85cm 以上 
2.不銹鋼材質，附爐架 
3.四口式，含下烤箱 

7 台 102,000 714,000 
學 生 實 習 餐
廳、西餐廚藝
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49 飲水機 
1.冰開水，溫開水，熱開水三用
2.RO 逆滲透過濾系統 
3.按鍵式出水 

4 台 32,000 128,000 

烘焙教室、西
餐廚藝教室及
西式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50 
咖 啡 烘 豆
機 

1.73*100*81cm 以上 
2.電壓：110-220V 
3.烘豆量 1Kg 

1 台 161,000 161,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51 咖啡機 
1.81*56*56cm 以上 
2.RO 逆滲透過濾系統 
3.電壓：220V，雙孔 

1 台 216,600 216,6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52 電烤箱 

1.全面玻璃爐門 
2.法式、三層六板、蒸氣矽石板、
出入爐器 

3.含烤箱節能控制系統、軟水過
濾裝置 

1 台 421,600 421,600 點心坊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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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作台 1.180*60*80cm 以上 
2.活動式、附耐重輪子可煞車 

1 座 27,300 27,300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54 推車 

1.車體：90*60*98cm 以上 
2.載重 300kg，全車重量 33kg 
3.8inch(台製橡膠實心輪) 
4.精密軸承 6203(A 級) 
5.活動式 

2 台 12,900 25,800 烘焙儲藏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55 烤箱 

1.78*100*105.7cm 以上 
2.三相電壓、數位控制面板、烤
盤數 5 盤 

3.旋風式烤箱，含蒸氣、軟水過
濾裝置、下層發酵箱 

1 台 60,300 60,300 點心坊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56 烤箱 

1.紅外線三層三板 
∮2.3 /220V/380V-11.5KW 以上 

3.紅外線三層烤箱、蒸氣矽石
板，附出入爐器、軟水系統及
數位面板 

4.烤箱外須有節能控制系統、數
位計時器 

3 台 411,600 1,234,800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57 油炸機 1.桌上型電熱式 ∮1 220V/2.5KW
2.容量：5 公升以上 

6 台 15,900 95,4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58 攪拌機 

1.電力：AC-110V 
2.容量：5L 
3.馬力：2/5HP 
4.桌上型 

2 台 21,000 42,000 點心坊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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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攪拌機 

1.混合速度：132/284/590rpm 
2.馬力：1/4HP 
3.容量：8L 
4.桌上型 

16 台 23,600 377,600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0 
商 用 微 波
爐 

1. ∮1 220V 60Hz 2640W 
2.42.2*50.8*33.7cm 以上 

8 台 40,000 320,000 點心坊、烘焙
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1 電磁爐 

1.40*90*85cm 以上 
2.商業型電爐主機 80mm(H)以上
3. 電 力 ∮ ∮:1 220V/3 380V ，

3500W*2=7000W 
4.溫度可調整於 30~260℃間 
5.專業用雙口高功率 

6 台 79,500 477,0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2 
基 本 發 酵
櫃 

1.112*107*223cm 以上 
∮2.1 -220V 

3.須含過濾系統及軟水裝置 
4.溫度採空氣乾燒式(電熱管加
熱)，溫度範圍：常溫以上-60℃
以下；溼度採離心加濕(常態水
分子)，溼度範圍：常濕以上
-100%以下 

5.內部烤盤支管採用不銹鋼承
製、採送風循環系統 

1 台 120,500 120,500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3 
最 後 發 酵
櫃 

1.112 X 107 X 223 ㎝， ∮1 -220V
2.含過濾系統及軟水裝置，溫度
採空氣乾燒式(電熱管加熱)，溫
度範圍：常溫以上-60 ℃以下；
溼度採離心加濕，溼度範圍：
常濕以上～100%以下 

3.內部烤盤支管採不銹鋼承製 
4.內部採送風循環系統 

1 台 120,500 120,500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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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單 口 平 頭
湯爐 

1.60*75*50/95cm 以上 
2.檯面鉎鐵，腳架不銹鋼材質 

1 台 18,600 18,6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5 
單 口 鼓 風
爐 

1.100*100*80/95cm 以上 
2.不銹鋼製 
3.自動電子點火系統 

1 台 104,300 104,3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6 單水槽  

1.90*60*85cm 以上 
2.水槽使用不銹鋼板製作 
3.腳架使用  ∮ 1-1/2" 不銹鋼
管，附高低調整腳及管套裝置

4.須含下棚架及毛巾架 

8 座 15,000 120,000 烘焙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7 
單 水 槽 工
作台 

1.280*80*80/95cm 以上 
2.須含下孔板 

1 座 35,300 35,3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8 
單 水 槽 工
作台 

1.260*80*80/95cm 以上 
2.須含下孔板 

1 座 34,300 34,3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69 
單 水 槽 工
作台 

1.195*90*80cm 以上 
2.須含下棚架 

1 座 42,000 42,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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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單 水 槽 工
作台 

1.90*60*80/95cm 以上 
2.須含下棚架、生飲龍頭及混合
龍頭 

2 座 18,900 37,800 點心坊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71 
單 水 槽 工
作台 

1.180*60*80/95cm 以上 
2.須含下棚架、生飲龍頭及混合
龍頭 

1 座 29,400 29,400 點心坊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72 
單 水 槽 工
作台 

1.110*75*85/95cm 以上 
2.須含下隔柵 

8 座 22,100 176,800 中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73 
單 水 槽 工
作台 

1.95*85*85/95cm 以上 
2.須含下隔柵及手把式落水頭 

6 座 22,700 136,2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74 
單 水 槽 工
作台櫃 

1.150*75*80/95cm 以上 
2.須含下棚架 

1 座 38,000 38,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75 
置 物 推 送
車 

1.70*55*85cm 以上 
2.不銹鋼材質 

5 台 12,100 60,5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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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雙層上架 180*35*50/80cm 以上 1 座 15,600 15,6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77 
萬 能 蒸 烤
箱+生飲水
系統 

1.84.7*77.1*104.2cm 以上 
2.可容納 10 個以上烤盤 
3. ∮3 380V/220V-19KW 以上 
4.組合蒸烤三種工作模式 
5.機內設置適用於烘焙烤盤（尺
寸為 400x600mm）的懸置支架

3 台 693,000 2,079,000 

學 生 實 習 餐
廳、中餐廚藝
教室及中式廚
藝示範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78 
萬 能 蒸 烤
箱 專 用 置
放台 

1.95*85*配合烤箱實際高度(cm)
2.不銹鋼材質 

3 座 28,500 85,500 

學 生 實 習 餐
廳、中餐廚藝
教室及中式廚
藝示範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79 
電 熱 式 明
火烤箱 

1.60*58*58cm 以上 
∮2.1 220V/3600W 

3.不銹鋼材質 
4.電熱型/恆溫式 

4 台 56,300 225,2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80 排油煙罩 1.230*130*40/50cm 以上 
2.截濾式，須含防爆燈 

1 台 72,600 72,6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81 排油煙罩 1.355*120*50/95cm 以上 
2.截濾式，須含防爆燈 

1 台 68,000 68,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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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管式上架 1.120*60*配合烤箱實際高度 
2.須含明火烤箱架 

4 座 21,900 87,6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83 製冰機 

1.76*80*187cm 以上 
2.電壓：220V 
3.每日製冰量：400 磅以上 
4 須含 RO 逆滲透系統 

1 台 115,000 115,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84 熱水機 

1.36*25*72cm 以上 
2.電壓：10-220V 
3.容量：16L 
4.須含 RO 逆滲透系統 

1 台 22,300 22,3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85 磨豆機 
1.30*20*57cm 以上 
2.電壓：360W,110-220V 
3.漏斗容量：1.2Kg 

1 台 14,300 14,3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86 
螺 旋 攪 拌
機 

1.55*83*105cm 以上 
2.容量：麵粉 12.5kg、麵糰 25kg
以上  

3.三相電源 2.2KW 以上 

1 台 71,900 71,900 點心坊教室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87 雙連水槽 1.135*75*80/95cm 以上 
2.須含下棚架 

2 座 30,800 61,6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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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雙連水槽 1.210*75*85cm 以上 
2.須含下棚架 

1 座 31,500 31,5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89 雙層上架 135*50*50/80cm 以上 1 座 12,800 12,8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90 雙層上架 120*50*50/80cm 以上 2 座 12,800 25,6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91 雙層上架 195*35*50/80cm 以上 1 座 20,000 20,000 學生實習餐廳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92 雙層上架 180*35*50/80cm 以上 11 座 16,000 176,000 西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93 雙層上架 180*30*50/80cm 以上 8 座 14,150 113,200 中餐廚藝教室
用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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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穩壓器 25KV 三相 1 台 48,000 48,000 
建置動畫設計
實習教室上課
設備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P.292) 

獎勵補

助經費 

95 個人電腦 

1.顯示器：27 吋(對角線)LED 被
光顯示器 

2.處理器：Intel Core i5 處理器 
3.記憶體：8GB 
4.硬碟：1TB 
5.顯示卡：2G 獨立顯示卡  

61 台 67,900 4,141,9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P.292) 

獎勵補

助經費 

96 展示櫃 240*60*90cm 以上 3 座 15,000 45,000 
建立幼兒文教
產品應用試教
實習工坊 

幼兒保育系
(二) 中程目標-3.注重實務課程，以落

實技職教育特色。5.建立幼兒文教
產品應用試教實習工坊。(P.248) 

獎勵補

助經費 

97-1 
個 人 電 腦
主機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還原卡 

1 台 21,800 21,800 
汰舊換新教學
儀器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企業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2.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
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實
施校外實習、參訪及深化實務專
題與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
能。策略(1)隨科技發展更新軟體
與設備，以輔助實務技能之養
成。(P.201) 

獎勵補

助經費 

97-2 
個 人 電 腦
主機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還原卡 

60 台 21,800 1,308,000 
汰舊換新教學
儀器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資訊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1.建置教學型及實務研
究型實驗室，提供學生優質專業
學習研究環境。策略(1)增購、汰
渙更新教學型及實務研究型實驗
室所需之儀器設備、系統軟體，
提升教學效能。(P.162) 

獎勵補

助經費 

98-1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10 台 24,000 240,0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 

金融管理系

(二) 中程目標-2.強化專業實習室設
備，提升學生學習及研究品質。
策略(3)提升專業研究，擴增教學
研究實驗室之軟硬體設備、設置
各式財金資料庫，及財金資訊平
台與即時資訊系統。(P.221-22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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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1 台 24,000 24,000 
提升教師研究
能量及改善教
師研究環境 

工業工程與
管理系 

(二 ) 中程目標 -11.建立電腦教室特
色，如設置啤酒遊戲與 BOSS 系
統，輔導學生參與相關競賽。並
定期更新電腦。(P.143) 

獎勵補

助經費 

98-3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2 台 24,000 48,0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提升教
師研究能量及
改善教師研究
環境 

通識教育中
心 

(二) 中程目標-1.繼續推動全校通識教
育之教學研究與革新。策略(1)繼
續鼓勵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教
育部專案計畫暨產學合作等計
畫。(P.319) 

獎勵補

助經費 

99-1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還原卡 

8 台 26,500 212,000 

建置各式財金
資料庫及資訊
平台與即時資
訊系統 

金融管理系

(二) 中程目標-2.強化專業實習室設
備，提升學生學習及研究品質。
策略(3)提升專業研究，擴增教學
研究實驗室之軟硬體設備、設置
各式財金資料庫，及財金資訊平
台與即時資訊系統。(P.221-222) 

獎勵補

助經費 

99-2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還原卡 

1 台 26,500 26,5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提升教
師研究能量及
改善教師研究
環境 

師資培育中
心 

(一) 短程目標-1.持續強化師資生及畢
業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習輔導，
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率。
(P.326) 

獎勵補

助經費 

99-3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還原卡 

2 台 26,500 53,000 汰舊換新，提
升教學品質 

企業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2.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
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實
施校外實習、參訪及深化實務專
題與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
能。策略(1)隨科技發展更新軟體
與設備，以輔助實務技能之養
成。(P.201) 

獎勵補

助經費 

99-4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還原卡 

60 台 26,500 1,590,0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 

工業工程與
管理系 

(二 ) 中程目標 -11.建立電腦教室特
色，如設置啤酒遊戲與 BOSS 系
統，輔導學生參與相關競賽。並
定期更新電腦。(P.143)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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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Windows 作
業系統)、DDR3 1600 4GB/1TB 
7200rpm/DVD Super Multi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7 台 27,000 189,0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 

電機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3.強化教師產學合作與

研發能力。(P.133) 
獎勵補

助經費 

101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4 吋、LED 背光模
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1GB 獨立顯示卡 

6 台 27,000 162,0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提升教
師研究能量及
改善教師研究
環境 

師資培育中
心 

(一) 短程目標-1.持續強化師資生及畢
業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習輔導，
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率。
(P.326) 

獎勵補

助經費 

102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Windows 作
業系統)、DDR3 1600 4GB/1TB 
7200rpm/DVD Super Multi 

2.螢幕規格：24 吋、LED 背光模
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9 台 27,500 247,500 
提升教師研究
能量及改善教
師研究環境 

應用外語系

(一) 短程目標-3.建置專業教學設備。
策略(2)強化語言學習中心全方位
功能及全方位英語網路學習系
統。(P.256) 

獎勵補

助經費 

103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Core i5 
3.2GHz(Windows 作業系統)、
DDR3 1600 4GB/1TB 以上 

2.螢幕規格：21.5 吋 LED 背光模
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還原卡 
4 教學廣播子卡 

6 台 28,000 168,000 

增設專業教室
數位化座位，
提升教室使用
之多元性 

國際企業系

(一) 短程目標-1.增設商展空間模擬設
施，鼓勵學生參加對外商展競
賽。策略(1)增設商展相關設施，
配合系上畢業模擬商展活動。
(P.189) 

獎勵補

助經費 

104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Windows 作
業系統)、DDR3 1600 4GB/1TB 
7200rpm/DVD Super Multi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還原卡 

61 台 29,500 1,799,5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 

電機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2.持續落實實務教學成

果導向機制。(P.133) 
獎勵補

助經費 

105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Windows 作
業系統)、DDR3 1600 8GB/1TB 
7200rpm/DVD Super Multi 

2.螢幕規格：21.5 吋、LED 背光
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還原卡 

60 台 31,000 1,860,000 
汰舊換新教學
儀器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電子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1.持續擴充及更新實驗

室設備。策略(1)加強實驗室之基
礎設備之更新及汰舊。(P.11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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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Windows 作
業系統)、DDR3 1600 8GB/1TB 
7200rpm/DVD Super Multi 

2.螢幕規格：27 吋、LED 背光模
組 1920x1080/60Hz 

7 台 31,800 222,600 
汰舊換新教學
儀器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師專
業成長。策略(1)配合人才培育目
標，開設就業學程、證照課程、
實務課程與創思課程。(P.264) 

獎勵補

助經費 

107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Windows 作
業系統)、DDR3 1600 8GB/1TB 
7200rpm/DVD Super Multi 

2.螢幕規格：27 吋、LED 背光模
組 1920x1080/60Hz  

3.專業繪圖顯卡 

2 台 38,000 76,000 
汰舊換新繪圖
工作站教學儀
器設備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獎勵補

助經費 

108 伺服器 

1.處理器：Intel Xeon E5-2400 等
級(含以上)RAID 支援：RAID 
5 

2.儲存設備：2TB (含以上) 
3.記憶體：192GB (16GB*12) 
4.電源供應器：480W 
5.INTEL 網路卡：i350T4BLK 1G
6.受支援的作業系統：Windwos 

server 2008  

1 台 250,000 250,000 

配合課程及研
究需要強化現
有研討實習室
及視聽教室之
設備，以做為
學 生 專 業 訓
練 、 課 程 品
保、精進教學
之用 

資訊管理系

(一) 中程目標-1. 持續充實特色實習
室與研究室各項設施，提供學生
進行專業學習之優良環境。策略
(1)：賡續增購各專業實習室之設
備，以配合課程需要，做為學生
專業訓練之用。策略(2)：鼓勵教
師成立創新研究領域之研究室，
以發展學生實務專題或研究論文
方向。(P.198) 

獎勵補

助經費 

109 
網 路 儲 存
設備 

8TB(4x2TB) R4 RAID 系統、連
線至 4Gbit/s 光纖通道轉換器的
Promise SANLink Thunderbolt 

1 台 80,000 80,000 
建置動畫設計
實習教室上課
設備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P.292) 

獎勵補

助經費 

110-1 
單 槍 投 影
機 4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1 台 22,500 22,500 活動事件管理

教室教學用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師專
業成長。策略(1)配合人才培育目
標，開設就業學程、證照課程、
實務課程與創思課程。(P.264)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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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單 槍 投 影
機 4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1 台 22,500 22,500 汰舊換新專業

教室視聽設備
金融管理系

(二) 中程目標-2.強化專業實習室設
備，提升學生學習及研究品質。
策略(3)提升專業研究，擴增教學
研究實驗室之軟硬體設備、設置
各式財金資料庫，及財金資訊平
台與即時資訊系統。(P.221-222) 

自籌款 

110-3 
單 槍 投 影
機 4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4 台 22,500 90,000 汰舊換新專業

教室視聽設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自籌款 

110-4 
單 槍 投 影
機 4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1 台 22,500 22,500 汰舊換新教室

視聽設備 
師資培育中
心 

(一) 短程目標-1.持續強化師資生及畢
業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習輔導，
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率。
(P.326) 

自籌款 

110-5 
單 槍 投 影
機 4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1 台 22,500 22,500 汰舊換新專業

教室視聽設備
觀光遊憩系

(一) 短程目標-1.建構本位課程模組，
持續提升教學內涵及多元學習環
境並配合未來發展建置實務技能
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特色教
室，提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與實
習體驗。策略(8) 加強專業教室之
基礎設備之更新及汰舊。(P.272) 

自籌款 

111 
單 槍 投 影
機 

2500ANSI 流 明 ( 含 ) 以 上 ，
WXGA 

2 台 25,000 50,000 汰舊換新專業
教室視聽設備

電機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3.強化教師產學合作與

研發能力。(P.133) 自籌款 

112 
單 槍 投 影
機 

3000ANSI 流 明 ( 含 ) 以 上 ，
WXGA 

4 台 29,000 116,000 
學生研討實習
室及專題製作
研討室用 

資訊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2.深化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及其學分班。策略(3)為配合
研究所特色領域實務教學，打算
把原規劃之電子化企業研討實習
室(15-0604)空間重新隔間，以建
立商業智慧研討實習室、數位學
習研討實習室、電子化服務研討
實習室、雲端應用研討實習室等
屬於研究所之特色教室。(P.209) 

自籌款 



92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13 
單 槍 投 影
機 

超短焦投影機 3000ANSI 流明
(含)以上，XGA 

1 台 32,000 32,000 創意製作實習
室教學用 

創意產業經
營學位學程

(二) 中程目標-1.建構完備教學設施與
環境。(P.230) 自籌款 

114 
單 槍 投 影
機 5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1 台 39,000 39,000 汰舊換新教室

視聽設備 
師資培育中
心 

(一) 短程目標-2.結合本校學習、生涯
輔導資源、健全學生身心健康，
落實輔導功能。(P.327) 

自籌款 

115 
單 槍 投 影
機 

4000ANSI 流 明 ( 含 ) 以 上 ，
WXGA 

1 台 48,000 48,000 汰舊換新專業
教室視聽設備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P.292) 

自籌款 

116 
單 槍 投 影
機 6000ANSI 流明(含)以上，XGA 3 台 70,000 210,000 汰舊換新專業

教室視聽設備
建築與室內
設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之
設施、儀器。策略(3)持續提升系
館各專業教室空間及設備質與
量。(P.153) 

自籌款 

117-1 
教 學 廣 播
設備 

含：綜合擴大機、可調式無線麥
克風組、高傳真喇叭 

8 組 43,000 344,000 建置教室教學
廣播設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自籌款 

117-2 
教 學 廣 播
設備 

含：綜合擴大機、可調式無線麥
克風組、高傳真喇叭 

8 組 43,000 344,000 建置教室教學
廣播設備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
續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
備。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
師專業成長。策略(1)：配合人才
培育目標，開設就業學程、證照
課程、實務課程與創思課程。
(P.264) 

自籌款 

117-3 
教 學 廣 播
設備 

含：綜合擴大機、可調式無線麥
克風組、高傳真喇叭 

1 組 43,000 43,000 建置教室教學
廣播設備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P.292)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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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 
無 線 麥 克
風組 

1.雙頻雙手握可對頻無線麥克風
2.可手動頻道設定及顯示頻段 

1 組 13,500 13,500 提高個案教室
師生互動品質

企業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2.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
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實
施校外實習、參訪及深化實務專
題與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
能。策略(1)隨科技發展更新軟體
與設備，以輔助實務技能之養
成。(P.201) 

自籌款 

118-2 
無 線 麥 克
風組 

1.雙頻雙手握可對頻無線麥克風
2.可手動頻道設定及顯示頻段 

2 組 13,500 27,000 教學用，教室
設備更換 

金融管理系

(二) 中程目標-2.強化專業實習室設
備，提升學生學習及研究品質。
策略(3)提升專業研究，擴增教學
研究實驗室之軟硬體設備、設置
各式財金資料庫，及財金資訊平
台與即時資訊系統。(P.222) 

自籌款 

118-3 
無 線 麥 克
風組 

1.雙頻雙手握可對頻無線麥克風
2.可手動頻道設定及顯示頻段 

1 組 13,500 13,500 教學用，教室
設備更換 

師資培育中
心 

(一) 短程目標-1.持續強化師資生及畢
業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習輔導，
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率。
(P.326) 

自籌款 

118-4 
無 線 麥 克
風組 

1.雙頻雙手握可對頻無線麥克風
2.可手動頻道設定及顯示頻段 

2 組 13,500 27,000 教學用，教室
設備更換 

國際企業系

(一) 短程目標-2.增購相關國貿、語
文、電腦檢定題庫系統與模擬軟
體。策略(2)建置並提升國際商務
語言教室為英文證照認證中心。
(P.189) 

自籌款 

119-1 
數 位 多 功
能講桌 含個人電腦及液晶螢幕 3 台 60,000 180,000 

更新設備，提
昇教學品質與
學習效果 

幼兒保育系

(一) 短程目標-1.定位本系發展方向，
與產業界共同規劃學習課程、實
施教學與安排實習課程。策略(2)
充實教學設備，提升教師素質，
加強課程間橫向聯繫及縱向難易
連貫。(P.245) 

自籌款 

119-2 
數 位 多 功
能講桌 含個人電腦及液晶螢幕 2 台 60,000 120,000 

更新設備，提
昇教學品質與
學習效果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之
設施、儀器。策略(3)持續提升系
館各專業教室空間及設備質與
量。(P.153) 

自籌款 

119-3 
數 位 多 功
能講桌 含個人電腦及液晶螢幕 1 台 60,000 60,000 

更新設備，提
昇教學品質與
學習效果 

師資培育中
心 

(一) 短程目標-1.持續強化師資生及畢
業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習輔導，
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率。
(P.326)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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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機 電 整 合
教 學 實 驗
台 

須含形狀辨別與傳送功能 1 台 150,000 150,000 
氣液壓控制及
機電整合實驗
教學 

機械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2.推動設立及充實創意
機構應用設計、無人載具設計等
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實驗
室。策略(2)提報設備需求計畫爭
取學校之專案經費支持，並鼓勵
系上教師申請業界、教育部、經
濟部技術處、工業局及國科會相
關計畫，以進行技術研究與開
發，並充實相關實驗室儀器設備
量能。(P.122) 

獎勵補

助經費 

120-2 
機 電 整 合
教 學 實 驗
台 

須含顏色辨別與傳送功能 1 台 150,000 150,000 
氣液壓控制及
機電整合實驗
教學 

機械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2.推動設立及充實創意
機構應用設計、無人載具設計等
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實驗
室。策略(2)提報設備需求計畫爭
取學校之專案經費支持，並鼓勵
系上教師申請業界、教育部、經
濟部技術處、工業局及國科會相
關計畫，以進行技術研究與開
發，並充實相關實驗室儀器設備
量能。(P.122) 

獎勵補

助經費 

120-3 
機 電 整 合
教 學 實 驗
台 

須含姿勢判別與換向功能 1 台 150,000 150,000 
氣液壓控制及
機電整合實驗
教學 

機械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2.推動設立及充實創意
機構應用設計、無人載具設計等
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實驗
室。策略(2)提報設備需求計畫爭
取學校之專案經費支持，並鼓勵
系上教師申請業界、教育部、經
濟部技術處、工業局及國科會相
關計畫，以進行技術研究與開
發，並充實相關實驗室儀器設備
量能。(P.12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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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 
機 電 整 合
教 學 實 驗
台 

須含材質分析與加工功能 1 台 150,000 150,000 
氣液壓控制及
機電整合實驗
教學 

機械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2.推動設立及充實創意
機構應用設計、無人載具設計等
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實驗
室。策略(2)提報設備需求計畫爭
取學校之專案經費支持，並鼓勵
系上教師申請業界、教育部、經
濟部技術處、工業局及國科會相
關計畫，以進行技術研究與開
發，並充實相關實驗室儀器設備
量能。(P.122) 

獎勵補

助經費 

120-5 
機 電 整 合
教 學 實 驗
台 

須含重量感測與分類功能 1 台 150,000 150,000 
氣液壓控制及
機電整合實驗
教學 

機械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2.推動設立及充實創意
機構應用設計、無人載具設計等
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實驗
室。策略(2)提報設備需求計畫爭
取學校之專案經費支持，並鼓勵
系上教師申請業界、教育部、經
濟部技術處、工業局及國科會相
關計畫，以進行技術研究與開
發，並充實相關實驗室儀器設備
量能。(P.122) 

獎勵補

助經費 

121 

生醫遠端居
家照護非接
觸式紅外線
人體體溫感
測模組 

1.主控單元 Atmega128 
2.Zigbee RF Tranceiver 
3.非接觸式紅外線感測模組 

1 套 13,000 13,000 

提供生醫訊號
量測實務、醫
療輔具設計分
析實務、健康
照護系統實務
等課程使用 

醫學工程學
位學程 

(一) 短程目標 1.生物力學教學與研
究。策略(1)透過教學規劃小組，
規劃建立生物力學相關課程，以
期達成本學程醫學技術領域與醫
學機電領域之教學特色目標。
(P.175) 

自籌款 

122 

生醫遠端居
家照護血氧
蛋白飽和濃
度感測模組

1.主控單元 Atmega128 
2.Zigbee RF Tranceiver 
3.血氧飽和度：40~99% 
4.精確度：±3% @80~99% 

1 套 53,000 53,000 

提供生醫訊號
量測實務、醫
療輔具設計分
析實務、健康
照護系統實務
等課程使用 

醫學工程學
位學程 

(一) 短程目標 1.生物力學教學與研
究。策略(1)透過教學規劃小組，
規劃建立生物力學相關課程，以
期達成本學程醫學技術領域與醫
學機電領域之教學特色目標。
(P.175) 

獎勵補

助經費 

123 書櫃 900*60(35)*240cm(含可移動式
層板) 

2 座 120,000 240,000 學生設計報告
儲放用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之
設施、儀器。策略(2)持續提升原
有網路系統功能及服務。(P.153)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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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教學講桌 120*100*60cm 以上 1 台 12,000 12,000 
建立幼兒文教
產品應用試教
實習工坊 

幼兒保育系
(二) 中程目標-3.注重實務課程，以落

實技職教育特色。5.建立幼兒文教
產品應用試教實習工坊。(P.248) 

獎勵補

助經費 

125 
數 位 討 論
桌 

防盜雙人氣壓式隱藏螢幕電腦
桌，長 160x 寬 70cm 

30 組 37,000 1,110,000 

配合一般課程
及電腦教學需
要，增加空間
的彈性運用 

企業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2.配合科技發展配置實
務技能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實
施校外實習、參訪及深化實務專
題與個案教學，提升同學實務技
能。策略(1)隨科技發展更新軟體
與設備，以輔助實務技能之養
成。(P.201) 

獎勵補

助經費 

126 大床鋪 180*203cm 含上、下墊 3 張 33,000 99,000 輔助教學及考
照練習使用 

觀光遊憩系

(一) 短程目標-1.建構本位課程模組，
持續提升教學內涵及多元學習環
境並配合未來發展建置實務技能
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特色教
室，提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與實
習體驗。策略(7)更新專業教室之
基礎設備與軟體建置，提供學生
學習管道，輔以課堂授課以利從
事相關競賽。(P.272) 

獎勵補

助經費 

127 小床鋪 110*203cm 含上、下墊 3 張 25,000 75,000 輔助教學及考
照練習使用 

觀光遊憩系

(一) 短程目標-1.建構本位課程模組，
持續提升教學內涵及多元學習環
境並配合未來發展建置實務技能
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特色教
室，提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與實
習體驗。策略(7)更新專業教室之
基礎設備與軟體建置，提供學生
學習管道，輔以課堂授課以利從
事相關競賽。(P.272) 

獎勵補

助經費 

128 房務推車 145*55*128cm(含附掛備品箱) 1 台 20,000 20,000 

提供學生進行
專業學習與實
習體驗，輔助
教學及考照練
習使用 

觀光遊憩系

(一) 短程目標-1.建構本位課程模組，
持續提升教學內涵及多元學習環
境並配合未來發展建置實務技能
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特色教
室，提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與實
習體驗。策略(7)更新專業教室之
基礎設備與軟體建置，提供學生
學習管道，輔以課堂授課以利從
事相關競賽。(P.27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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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攪拌機 

1.Motor:DC100W 
2.Speed:80-1150 rpm 
3.Max.torque:2.5(Kg-cm) 
4.Max.Viscosity:20(1000cps/L) 

10 台 20,400 204,000 
化妝品調製實
驗；生活有機
實驗用 

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 

(一) 短程目標-1.結合環境分析學程，
開設微量分析檢測及生技應用等
課程，訓練學生具備基礎品保分
析及生技工程知能。策略(1)設立
化妝品調製及功能分析實驗室，
培育專業製造及功能分析技術人
才。(P.299) 

獎勵補

助經費 

130 酸鹼度計 

1.測量範圍: 
PH-2.000~20.000/mV±2000 

2.解析度：0.001PH/0/01PH/1Mv
3.校正點 5 點 

4 台 25,000 100,000 
化妝品調製實
驗；生活有機
實驗用 

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 

(一) 短程目標-1.結合環境分析學程，
開設微量分析檢測及生技應用等
課程，訓練學生具備基礎品保分
析及生技工程知能。策略(1)設立
化妝品調製及功能分析實驗室，
培育專業製造及功能分析技術人
才。(P.299) 

自籌款 

131 加熱器 
1.加熱溫度:RT+5~540℃ 
(每 5℃為單位) 
2.攪拌速度：60-1200rpm 

6 台 12,000 72,000 
化妝品調製實
驗；生活有機
實驗用 

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 

(一) 短程目標-1.結合環境分析學程，
開設微量分析檢測及生技應用等
課程，訓練學生具備基礎品保分
析及生技工程知能。策略(1)設立
化妝品調製及功能分析實驗室，
培育專業製造及功能分析技術人
才。(P.299) 

獎勵補

助經費 

132 
電 導 度 測
定儀 

1.電導度：
0.00~200.0ms/cm(200000μs/cm
)五段自動量測 

2.比電阻：0.00~100.00MΩ.cm 

1 台 18,000 18,000 
化妝品調製實
驗；生活有機
實驗 

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 

(一) 短程目標-1.結合環境分析學程，
開設微量分析檢測及生技應用等
課程，訓練學生具備基礎品保分
析及生技工程知能。策略(1)設立
化妝品調製及功能分析實驗室，
培育專業製造及功能分析技術人
才。(P.299)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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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CNC 保麗
龍切割機 

1.工作範圍(Unit:mm):長 1200*高
600*寬 600，電熱絲長 600 mm

2.檔案格式 HPGL-PLT 檔/DFX/
直接相容 Croma 機台檔案格式
及 NC 碼格式 

3.作業系統:WindowsXP 級以上
作業系統，連接埠 :RS-232 
/USB1.1/USB2.0 

4.交流電源入力:AC110V/2A 
5.解析度:0.02mm,微步進馬達數
位化速度控制,溫度控制 

1 台 75,000 75,000 

供大學部『實
務專題』課程
及光機電系統
實驗室各項實
驗用 

機械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2. 推動設立及充實創
意機構應用設計、無人載具設計
等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化主題實
驗室。策略(1)鼓勵系上師生積極
參與校外學術性及非學術性競
賽，進而有系統導引主題實驗室
之特色發展。(P.122) 

獎勵補

助經費 

134 壽險軟體 
1.壽險華佗(雲端版) 
2.須含：客戶管理、個人保單健
診等功能 

1 式 340,000 340,000 

建置各式財金
資料庫及資訊
平台與即時資
訊系統 

金融管理系

(二) 中程目標-2.強化專業實習室設
備，提升學生學習及研究品質。
策略(3)提升專業研究，擴增教學
研究實驗室之軟硬體設備、設置
各式財金資料庫，及財金資訊平
台與即時資訊系統。(P.221-222) 

獎勵補

助經費 

135 展示櫃 L:1200cm 以上(含照明投射) 1 式 200,000 200,000 休閒產業教室
教學用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 (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36 展示櫃 1.300*60*220cm 以上 
2.玻璃材質 

1 式 36,000 36,000 場域活動專業
教室教學用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 (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37 
電 子 經 緯
儀 

1.最近焦距：0.9m(3.0ft) 
2.測角精度符合 5”，讀數至 1” 
3.顯示:LCD 背光雙面顯示 
4.使用 LR6/AA batteries*4 
5.V 軸自動補償範圍±3”，管氣泡

40”/20mm；圓氣泡 8”/2mm 

2 台 121,500 243,000 
測量學、測量
實習及空間資
訊課程用 

土木與空間
資訊系 

(一) 短程目標-1.強化專業技術研究與
教學。策略(1)加強學生之專題製
作。(P.103)策略(6)強化實習及試
驗課程。4.落實技職證照，輔導學
生就業。策略(2)持續開辦乙級技
術士輔導證照考試。(P.103)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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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全站儀 

1.光測距精度：±(3+2ppm x D) 
2.測角精度符合 5”，讀數至 1” 
3.全天候機體結構防水數 IP54 
4.鋰聚合物電池、稜鏡/免稜鏡

MSR 精密測距模式 1.8 秒/次 

1 台 200,000 200,000 
測量學、測量
實習及空間資
訊課程用 

土木與空間
資訊系 

(二) 中程目標-2.配合系所培育目標，
強化實驗室功能。策略(3)配合教
育部推動災害防治教育及公共工
程安全監測計劃，培育災害防治
技術、工程安全監測相關技術人
才。(P.104) 

獎勵補

助經費 

139 
載 重 台 感
測監控器 

1.訊號擷取平台：插槽數量 4 輸
入電壓範圍 9~15V 

2.訊號處理模組：四個通道、16
位元解析度、±10V 類比輸入模
組 4個通道的LVTTL高速數位
I/O 模組 

3.可即時顯示現有壓力台頂升高
度、載重，提供壓力及變位輸
出控制、外加應變及變位訊號
功能，並具安全警示及停止設
定。 

1 台 185,000 185,000 

提供教師將防
災監測領域技
術融入相關課
程，引導學生
學習 

土木與空間
資訊系 

(一) 短程目標-1.強化專業技術研究與
教學。策略(1)加強學生之專題製
作。策略(6)強化實習及試驗課
程。4.落實技職證照，輔導學生就
業。策略(2)持續開辦乙級技術士
輔導證照考試。(P.103) 

獎勵補

助經費 

140 

透 地 雷 達
探 測 系 統
分 析 展 示
軟體 

1.Windows XP 作業系統可用 
2.含透地雷達及震測資料讀取功
能，2D、3D 資料分析解釋及模
擬(modeling)功能，具波跡電腦
斷層速度影像資料解釋功能 

1 套 120,000 120,000 

培育材料研發
與檢測技術之
人才，提升研
究與教學成效

土木與空間
資訊系 

(一) 短程目標-1.強化專業技術研究與
教學。策略(1)加強學生之專題製
作。策略(6)強化實習及試驗課
程。(P.103) 

獎勵補

助經費 

141 
新 型 土 壤
夯打機 

1.符合 ASTM、CNS、AASTHTO
規範，操控系統採用人機介面
伺服控制系統。 

2.可切換 Φ4”、6”模式及 ASTM、
CNS、AASTHTO 規範，符合
TAF 認証規範要求 

1 台 200,000 200,000 

土壤力學試驗
室之土壤夯打
機 之 汰 舊 換
新，提高教學
與研究之品質

土木與空間
資訊系 

(一) 短程目標-1.強化專業技術研究與
教學。策略(1)加強學生之專題製
作。策略(6)強化實習及試驗課
程。(P.103) 

獎勵補

助經費 

142 
網 路 儲 存
伺服器 

1.SynologyDiskStation DS412+，
CPU: 雙核心 2.13GHz、記憶體
1GB DDR3、4Bay 

2.含 WD Red 4TB3.5 吋 SATAIII
硬碟(WD40EFRX)*4 顆、RJ45: 
Gigabit *2 

1 台 47,000 47,000 

汰 舊 換 新 設
備，提昇教學
品質與學習效
果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之
設施、儀器。策略(2)持續提升原
有網路系統功能及服務。(P.153)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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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網 路 管 理
系統軟體 Window Server Data center 版 1 套 48,600 48,600 

教學需求，供
專業軟體及認
證考試使用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之
設施、儀器。策略(2)持續提升原
有網路系統功能及服務。(P.153) 

獎勵補

助經費 

144 
室 內 單 點
移 動 定 位
追蹤系統 

1.主控單元 Atmega128 
2.Zigbee RF Tranceiver 
3.超音波感測模組×5 
4.ISP 韌體程式燒錄 
5.GUI 人機應用軟體 

1 套 108,000 108,000 

提供感測器原
理及應用、精
密 量 測 及 實
驗、生醫訊號
處理、人體動
態分析實務等
課程使用。 

醫學工程學
位學程 

(一) 短程目標 1.生物力學教學與研
究。策略(1)透過教學規劃小組，
規劃建立生物力學相關課程，以
期達成本學程醫學技術領域與醫
學機電領域之教學特色目標。
(P.175) 

獎勵補

助經費 

145 
Zigbex-Mot
e 無線感測
網路模組 

1.主控單元 Atmega128 
2.Zigbee RF Tranceiver 
3.溫溼度、照度、紅外線感測器
4.ISP 韌體程式燒錄 

1 套 114,400 114,400 

提供感測器原
理及應用、精
密 量 測 及 實
驗、生醫訊號
處理、醫學機
電實驗與實作
等課程使用。

醫學工程學
位學程 

(一) 短程目標 1.生物力學教學與研
究。策略(1)透過教學規劃小組，
規劃建立生物力學相關課程，以
期達成本學程醫學技術領域與醫
學機電領域之教學特色目標。
(P.175) 

獎勵補

助經費 

146 
Fusion sport 
運 動 訓 練
系統 

含：遙控器、反射鏡、三腳架 5 台 99,000 495,000 

上課使用，提
供 網 球 、 桌
球、田徑等項
目訓練體能與
生 理 機 能 檢
測。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 (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47 
電 動 式 撞
球 桿 檢 修
機 

須具有撞球桿開現拋光美容整
直、先角拋光、球桿皮頭整理拋
弧線功能 

2 台 23,800 47,600 

上課使用，提
供撞球項目訓
練體能與生理
機能檢測及撞
球桿檢修用。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 (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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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跑 步 機 懸
吊系統 

1.黑色彈力繩 2 條(約 3kg) 
2.灰色力繩 2 條(約 5kg) 

1 台 620,000 620,000 供肌肉訓練教
學用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 (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49 
EMG 回饋
肌 肉 電 刺
激器 

1.81*139*37mm 
2.重量 300g 

2 台 90,000 180,000 

提供肌肉電刺
激器對肌肉的
誘導及激發效
果訓練教學用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 (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50 
紅 外 線 照
相機 

1.測溫:20℃~50℃ 
2.解析度≦0.05℃ 
3.精確度：±0.3℃@30~40℃ 
4.感測器:為熱組試飛致冷焦面
陣列 

5.頻譜範圍 8~14µm 

1 台 441,000 441,000 

上課使用，紅
外線照相機以
非接觸式來掌
握運動肌肉之
運 動 充 血 狀
況。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與
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51 
重 錘 式 功
率車 

無外接電源需求，使用標準法碼
重量為依據，可電腦輸出心律、
速度、功率及轉速等資料 

1 台 230,000 230,000 供肌肉訓練教
學用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 (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152 
圓 形 上 課
桌 圓形，∮180*H74 14 組 21,800 305,200 

休 閒 產 業 教
室、活動事件
管理教室教學
用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P.264) 

(二) 中程目標-1.爭取空間增置設備。
策略 (2)持續充實專業教室儀器
與設備。(P.265)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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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工作桌 木製，240*120*80 cm 以上(含安
全玻璃桌面) 

10 張 25,000 250,000 新增專業教室
教學設備用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重
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計
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品
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的
要求。策略(4)專業科目的規劃以
配合特色領域，並建置專業教學
大樓、產品設計中心及相關特色
教室。(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54 液晶電視 55 吋 FullHD1080p 高畫質以上 12 台 43,000 516,000 強化專業教室
視聽設備 

休閒與運動
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3.持續建構教學設備，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策略(1)持續
充實現有專業教室儀器與設備。
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教師專
業成長。策略(1)配合人才培育目
標，開設就業學程、證照課程、
實務課程與創思課程。(P.264) 

獎勵補

助經費 

155 液晶電視 1.55 吋 FullHD1080p 高畫質以上
2.HDMI 外接孔(含腳架) 

2 台 70,000 140,000 強化專業教室
視聽設備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P.292) 

獎勵補

助經費 

156 液晶電視 42 吋以上 1 台 25,000 25,000 強化專業教室
視聽設備 

觀光遊憩系

(一) 短程目標-1.建構本位課程模組，
持續提升教學內涵及多元學習環
境並配合未來發展建置實務技能
養成所需軟體與設備，特色教
室，提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與實
習體驗。策略(8)加強專業教室之
基礎設備之更新及汰舊。(P.272) 

獎勵補

助經費 

157 
數 位 單 眼
相機 

1.2430 萬像素 CMOS 全片幅感
應器，快門速度：1/4000 至 30
秒，支援 B 快門 

2.ISO 感光值：100-6400 擴展模
式 (ISO50-25600)，LCD 螢光
幕：3.2 吋低溫多晶矽 TFT 
LCD，170°視角 

3.儲存媒體：SD/SDHC/ SDXC，
雙插槽，電池種類：鋰離子充
電池，支援 WiFi 傳輸，每秒 6
張(6fps)連續快拍 

1 台 56,900 56,900 提供學生活動
紀錄用。 

師資培育中
心 

(一) 短程目標-2.結合本校學習、生涯
輔導資源、健全學生身心健康，
落實輔導功能。(P.327)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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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數 位 單 眼
相機 

1. 影像感測器尺寸 : 約 22.3x 
14.9mm,CMOS 影像感測器 

2.有效像素：約 1,800 萬像素
FullHD：
1920x1080; 30p/25p/24p 

1 台 32,000 32,000 教學用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 

獎勵補

助經費 

159 平板電腦 iOS 作業系統 4 台 23,300 93,200 

授 課 分 組 使
用 、 連 結 電
腦、投影機及
電子白板 

師資培育中
心 

(一) 短程目標-2.結合本校學習、生涯
輔導資源、健全學生身心健康，
落實輔導功能。(P.327) 

獎勵補

助經費 

160 平板電腦 Android 作業系統 2 台 12,000 24,000 

供行動教學借
用，提昇教學
品質與學習效
果 

通識教育中
心 

(二) 中程目標-1.繼續推動全校通識教
育之教學研究與革新。策略(1)繼
續鼓勵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教
育部專案計畫暨產學合作等計
畫。(P.319)2.繼續加強本國語文與
英文教學，藉經驗分享，加強師
生人文對話，增進人際互動與人
文素養。策略(3)教師持續自編本
國語文及英文數位教材，並上傳
至行動學習平台，提供學生無限
學習環境，強化師生互動。(P.320) 

獎勵補

助經費 

161 
互 動 式 電
子白板 89 吋，含無線伺服器、活動支架 1 組 48,000 48,000 創意製作實習

室教學用 
創意產業經
營學位學程

(二) 中程目標-1.建構完備教學設施與
環境。(P.230) 

獎勵補

助經費 

162 3D 印表機

1.列印體積 200*200*200mm 
2.列印噴嘴直徑 0.4mm 
3.擠出噴頭孔徑 0.03~0.05mm 
4.電壓 110v~220v 

1 台 70,000 70,000 專業電腦課程
使用 

數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建置特色實習室，提
供學生進行專業學習、實務專題
或教師研究論文之優良環境。3.
承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提升本
系學術研究地位。(P.292) 

獎勵補

助經費 

163 3D 印表機 列印尺寸：8”×8”×8” 1 台 68,000 68,000 教學用，創意
製作實習室 

創意產業經
營學位學程

(一) 短程目標-1.強化文創、設計與商
業課程之學習，培育創意產業推
廣人才。(P.229) 

獎勵補

助經費 

164 3D 印表機
1.單色列印 
2.建構尺寸：140×140×140mm 
3.Z 軸解析度：0.2mm 

2 台 84,000 168,000 

提供電腦輔助
繪圖、科技輔
具理論與實務
及醫療輔具設
計分析實務等
課程使用。 

醫學工程學
位學程 

(一) 短程目標 1.生物力學教學與研
究。策略(1)透過教學規劃小組，
規劃建立生物力學相關課程，以
期達成本學程醫學技術領域與醫
學機電領域之教學特色目標。
(P.175)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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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筆 記 型 電
腦 

15 吋，Corei5/2.6GHz(Windows
作業系統) 

2 台 28,000 56,000 
教學設備汰舊
換新，改善教
師研究環境 

師資培育中
心 

(二) 短程目標-1.持續強化師資生及畢
業生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習輔導，
提升學生教師檢定考通過率。
(P.326) 

獎勵補

助經費 

166-1 
筆 記 型 電
腦 

15 吋，Corei7/2.4GHz(Windows
作業系統) 

3 台 33,000 99,000 

空間資訊處理
技術，無人載
具飛行控製及
飛行模擬器用

土木與空間
資訊系 

(二) 中程目標-2.配合系所培育目標，
強化實驗室功能。策略(2)配合國
內營建工程環境之需求，培育相
關新技術、新工法及管理方法之
技術人才。策略(3)配合教育部推
動災害防治教育及公共工程安全
監測計劃，培育災害防治技術、
工程安全監測相關技術人才。策
略(5)整合地理資訊系統、遙測與
全球定位系統等空間資訊處理技
術應用於教學。並以開發空間資
料蒐集載具，結合應用軟體，應
用雲端科技技術，培育空間資訊
技術專業人才為標的。(P.104) 

獎勵補

助經費 

166-2 
筆 記 型 電
腦 

15 吋，Corei7/2.4GHz/(Windows
作業系統) 

5 台 33,000 165,000 
通識教育中心
教學用儀器設
備 

通識教育中
心 

(二) 中程目標-1.繼續推動全校通識教
育之教學研究與革新。策略(1)繼
續鼓勵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教
育部專案計畫暨產學合作等計
畫。(P.319) 

獎勵補

助經費 

167 
筆 記 型 電
腦 

14 吋，Corei3/1.7GHz(Windows
作業系統) 

2 台 24,000 48,000 

供日間部與進
修部老師數位
教學應用強化
設備 

電機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3.強化教師產學合作與

研發能力。(P.133) 

獎勵補

助經費 

168 
筆 記 型 電
腦 

15 吋、Core i5 2.6GHz(Windows
作業系統)、獨顯 2G、750G 硬碟

3 台 37,000 111,000 供全系各班互
動式教學 

應用外語系

(一) 短程目標-3.建置專業教學設備。
策略(2)強化語言學習中心全方位
功能及全方位英語網路學習系
統。(P.256) 

獎勵補

助經費 

合 計 37,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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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一、資本門標餘款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說明書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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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作車 1.60/80*75*85/100cm 以上 
2.不鏽鋼材質 

8 台 35,000 280,000 地方小吃教室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2 烤箱 
1.8 管上火式烤箱(自動點火) 
2.99*52*31cm 以上 
3.瓦斯型 

4 台 20,000 80,000 地方小吃教室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3 
紅 外 線 玉
米機 

1.平面式自動旋轉玉米機(木炭/
瓦斯) 

2.尺寸：86*75*21(86*75*37) 
3.熱能：木炭(紅外線爐) 
3.容量：8 支 

4 台 32,000 128,000 地方小吃教室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4 電烤箱 
1.容量：30 公升 
2.外箱 565*373*370mm 以上 
3.主體 505*365*330mm 以上 

4 台 28,000 112,000 地方小吃教室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5 
真 空 包 裝
機 

1.556*400*368mm/405*340*120
mm 以上 

2.#304 全機不鏽鋼 
2 台 75,000 150,000 地方小吃教室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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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6 
食 品 封 盒
機封口機 

1.250*300*560mm 以上 
2.電壓：110V/220V 

1 台 25,000 25,000 地方小吃教室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7 臥式冰箱 150*90*85cm 以上 2 台 58,000 116,000 地方小吃教室 餐飲管理系

(一) 短程目標-1.擴大人才培育範圍，
符應產業人力需求。3.持續建構教
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P.310)4.落實教學改善計畫，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5.加強各項輔導措
施，強化學生專業競爭力。(P.311) 

 

合 計 8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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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館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 
(單位：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 
標籤條碼列
印機 

1.使用 USB/RS-232/乙
太網路與電腦連線 

2.列印速度為 80mm/秒
(HG TAPE) /20mm/秒
(TZ TAPE)最大可列
印 36mm 寬之標籤帶

3.可自動裁切標籤帶 

1 台 15,000 15,000 
印製書標及
設備條碼用

圖書資訊處

(一) 短程目標-3.提升圖書

館服務品質。策略(1)
更新圖書館自動化資

訊系統。(P.58) 

獎勵補助
經費 

2 
上退磁感應
機 

顯示書籍磁條上退感應
狀況，系統可嵌入桌
面。須符合 UL，CE 等
安全規範，一次可處理
多本書籍 

1 台 95,000 95,000 
汰換上退磁
感應機。 

圖書資訊處

(一) 短程目標-3.提升圖書

館服務品質。策略(1)
更新圖書館自動化資

訊系統。(P.58) 

獎勵補助
經費 

合 計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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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 
(單位：元) 

優先序 

購置內容 
（請勾選，其他項請加註具體內容，如為

電子資料庫請另標示授權年限） 數量
單位

(冊、卷)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用途 

說明 

使用

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西文

圖書

中文

圖書
期刊 

錄影帶 

(MVOD) 
錄音帶 其他

1       1 式 1,900,000 1,900,000

購 置 中
西 文 圖
書，充實
館藏 

圖書資
訊處

(一) 短程目標-1.妥善運用圖資經費 
策略(1)針對系所需求，購置館藏資源，並透過申

請專案計畫、捐書等方式，積極增添師生

所需資源，以增加館藏數量。(P.57) 
策略(3) 積極充實教科書、教指書等專區圖書，

以強化對教學與研究的支援。(P.57) 
策略(5)針對本校新成立之系、所/學程，添購其

專業藏書與期刊，以提供教學所需。(P.58) 

獎勵補
助經費 

2       1 式 4,100,000 4,100,000

訂 購
CEPS 等
6 種資料
庫 及
MVOD
影片。 

圖書資
訊處

(一) 短程目標-1.妥善運用圖資經費 
策略(1)針對系所需求，購置館藏資源，並透過申

請專案計畫、捐書等方式，積極增添師生

所需資源，以增加館藏數量。(P.57) 
策略(3)積極充實教科書、教指書等專區圖書，以

強化對教學與研究的支援。(P.57) 
策略(4)發展雲端數位資源，包含購置線上電子書

與電子資源等數位館藏及收錄行動數位

教材，以輔助教學、學習與研究。(P.57) 
策略(5)針對本校新成立之系、所/學程，添購其

專業藏書與期刊，以提供教學所需。(P.58) 

獎勵補
助經費 

合 計 6,000,000  

※其他：「CEPS中文電子期刊」、「CETD中文碩博士論文資料庫」、「ASP+BSC資料庫」、「IEL線上資料庫」、「Hospitality&Tourism Complete」

及「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授權 1 年，附資料庫光碟備份 1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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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 
(單位：元)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 液晶電視 50 吋以上，鋁合金材
質，含移動式腳架 1 台 30,000 30,000 

活動宣傳、創意
成果展現、多媒
體視聽撥放 

學生會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2 大鼓 

鼓面：2 尺 
鼓桶：原木色 
含：梯形移動木架、一副
鼓棒 

6 面 19,800 118,8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文創
社團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創意陣頭研
究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3 獅頭 玻璃纖維材，7 尺 1 組 37,500 37,5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文創
社團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創意陣頭研
究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4 大電音太子
1.大(黑+紅)，高 5 尺 7 
2.玻璃纖維材質 
3.平繡圖案 

2 組 24,500 49,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文創
社團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創意陣頭研
究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5 小電音太子
1.小(膚色)，高 5 尺 
2.玻璃纖維材質 
3.平繡圖案 

1 組 21,000 21,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文創
社團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創意陣頭研
究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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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6 
移動式擴音
機 

70W 功率輸出，含麥克風
CD 座及 USB 插槽 10 台 25,000 250,000 

提 供 全 校 社
團、系學會辦理
活動使用 

器材室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7 
碳纖維三腳
架 

1.義大利製造，碳纖維低角
度四截腳架 

2.最高：175cm、最低：
17-33cm、收合：60cm 

3.重量：1.47kg、負重：12kg
4.三向雲台:7.3*10.3cm、高
度:10.5cm、重量:0.75kg、
負重:6kg 

2 組 34,300 68,600 
提供社團、系學
會活動用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8 單眼鏡頭 

1.24-70mm( 視 角 : 
84°-34°)，恆定 F2.8 光
圈 

2.具氟塗膜特殊塗膜 
3. 最 近 對 焦 距 離 : 

0.38m ， 放 大 倍 率 : 
0.21x 環型超音波馬
達，支援全時手動對焦

4.防塵防水滴設計

1 顆 67,000 67,000 
提供社團、系學
會活動用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9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 i7-4770(Linux
作業系統)、DDR3/1600，
4GB/1TB7200rpm/DVD/
Super Multi。 

2.螢幕規格：27 吋、LED
背光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1 台 28,500 28,500 
學生自治組織
處理社團活動
業務 

學生會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10 個人電腦 

1.主機規格：i7-4770(Linux
作業系統)、DDR3/1600，
4GB/1TB7200rpm/DVD 
Super Multi。 

2.螢幕規格：24 吋、LED
背光模組
1920x1080/60Hz 以上 

3 台 25,500 76,500 
學生自治組織
處理社團活動
業務 

學生議會 
畢聯會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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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1 筆記型電腦
15 吋， Core i7 2.4GHz 

(Windows 作業系統) 
4 台 33,000 132,000 

學生自治組織
處理社團活動
業務 

環 保 先 鋒
隊 、 學 生
會、學生議
會、畢聯會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12 電木吉他 

1.體型:珍寶 
2.頸部木材:北約桃花心木
3.實木頂:雪松 
4.表面處理:光澤/自然 
5.指板:東印度玫瑰木 
6.螺母寬度:1 3/4” 
7.調弦紐:金格羅佛 w/烏木
按鈕 
8.低布特寬度:17” 
9.腰寬:9 5/8” 
10 上布特寬:11 3/8” 
11 體長:22”  

1 把 41,600 41,6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吉他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13 電木吉他 

1.螺母寬度 1 11/16“ 
2.調音螺絲:鍍鉻 
3.琴頭: 燕尾型 
4.頸部木材:紅木 
5.面板色彩:單板原木自然
光澤 
6.指板 :玫瑰木 

2 把 16,400 32,8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吉他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14 
撞球桿維修
機 

1.電源:110V 
2.撞球桿美容整直、開線
拋光、皮頭整理 

3.長 65cm*寬 20cm*高
14cm 

1 台 23,800 23,8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撞球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15 
光 療 凝 膠
LED 燈 

1.42W LED 燈
2.電源:AC100-240V 
50Hz/60Hz 
3.消耗功率:45W 
4.電流:600Ma 
5.長 23*寬 24*高 10.5CM

3 台 18,000 54,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創藝美甲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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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6 
自行車滾筒
式訓練台 

1.前後滑動滾軸式 
2.可調整軸距式 
3.浮動滾軸設計 
4.側向導輪止滑 
5.L140*W50*H20cm 

1 台 33,700 33,7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單車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17 
自行車阻力
式訓練台 

1.滾筒式 
2.三段式阻力 
3.玻璃籤維材質 
4.可折式底座 
L141*W49.5*H16cm 

1 台 16,000 16,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單車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18 短笛 
1.吹口管:黑檀木材質 
2.按鍵材質:鎳銅合金表
面鍍銀(附 E 鍵裝置) 

1 支 50,900 50,9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管樂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19 低音豎笛 

1.Bb 低音單簧管
2.音域最低達到低音 Eb
3.黑檀木管體 
4.20 鍵、7 指鍵 
5.按鍵及喇叭口:鍍銀 
6.束圈及吹嘴帽:鍍銀 
7.吹嘴:4C 

1 支 230,043 230,043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生社團 
管樂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
境、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
略(2)建立同學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觀念，發揮
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P.35) 

獎勵補

助經費 

合 計 1,36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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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 
(單位：元) 

優先序 設備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 校園安全 
設備 

化學洩漏 
處理車 

1.735mm*580mm*1065mm(
尺寸)。 

2.條狀吸液棉、綜合濾毒
罐、.P2 口罩、.防酸鹼手
套、半面式防毒面具、廢
棄物處理袋、Tychem QC
圍裙、化學護目眼鏡、片
狀吸液棉。 

2 台 13,500 27,000 

化 學性實
驗 室緊急
應變、救災
處理使用 

總務處 
環安組 

(一) 短程目標-6.健全實驗室

管理制度，以達安全衛

生零災害。策略(3)檢討

並修正毒性化學物質緊

急應變計畫，沙盤推演

後進行應變演練。(P.45) 
(二) 中程目標-5.落實化學品

管理制度，以達安全校

園之目標。策略(3)持續

推動教育訓練及防範應

變，使校園環境意外事

故零災害。(P.46) 

自籌款 

2 校園安全 
設備 

緊急沖淋 
洗眼器 

1.管件材質：11/4"吋管徑以
上。 

2.沖淋器：噴頭 2mm、保護
蓋 24cm 、 手 拉 環
6mm*130mm( 不 鏽 鋼 材
質)。 

3.洗眼器：噴頭為 PP 材質、
手動/腳踏開關。 

4.全高 230cm、沖淋器距地
面高度 220cm；洗眼器距
地面高度 110cm。 

5.18*36cm(夜光型 )不銹鋼
板含中英文圖解標示牌。

4 組 22,000 88,000 

化 學性實
驗 室緊急
應 變處理
使用 

總務處 
環安組 

(一) 短程目標-6.健全實驗室

管理制度，以達安全衛

生零災害。策略(3)檢討

並修正毒性化學物質緊

急應變計畫，沙盤推演

後進行應變演練。(P.45) 
(二) 中程目標-5.落實化學品

管理制度，以達安全校

園之目標。策略(3)持續

推動教育訓練及防範應

變，使校園環境意外事

故零災害。(P.46) 

自籌款 

3 無障礙空
間 

輪椅升降 
平台 

電動式平台(不銹鋼骨架鋁
合金面)、平台感應器系統、
安全擋板、電動式護欄、防
水型直流馬達 DC24V、上下
單齒排軌道、看護型專用手
持控制組、層樓叫車控制台
組等。 

1 套 450,000 450,000 

增 設學生
活 動中心
無 障礙設
施 

總務處 
營繕組 

(一) 短程目標-2.加強安全設

施，建構友善校園。(P.44)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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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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4 校園安全 
設備 

緊急防護 
器材櫃 

600*500*1650 ㎜，結構高張
力鋼板 t：1.2mm 以上，可
調式隔板*4，機台上含不斷
系統一組等。 

7 座 35,000 245,000 

化 學性實
驗 室緊急
應變、救災
處理使用 

總務處 
環安組 

(一) 短程目標-6.健全實驗室

管理制度，以達安全衛

生零災害。策略(3)檢討

並修正毒性化學物質緊

急應變計畫，沙盤推演

後進行應變演練。(P.45) 
(二) 中程目標-5.落實化學品

管理制度，以達安全校

園之目標。策略(3)持續

推動教育訓練及防範應

變，使校園環境意外事

故零災害。(P.46) 

自籌款 

5 校園安全 
設備 

校園緊急 
求救影音 
對講系統 

1.求救對講系統中控管理主
機、子機、戶外防水防潮
箱、系統軟體、UPS 不斷
電系統。 

2.求救子機標示及夜間照明
設備。  

1 套 918,257 918,257

建 置校園
緊 急求救
影 音對講
系統 

總務處 
營繕組 

(一) 短程目標-2.加強安全設

施，建構友善校園。策

略(1)增設緊急求救鈴及

緊急聯絡電話，以維持

校園及人員安全。(P.44) 

自籌款 

6 校園安全 
設備 

全校能源 
管理系統 

1.監控電腦、全功能集合式
電表。 

2.冰水主機群及熱泵系統
DDC 直接數位控制、壓差
感測器、.LCD 中文顯示操
作器、水管顯示型溫度感
測器、小型送風機網路型
溫控器、二通閥、BEMS
能源管理系統應用軟體。

1 套 2,900,000 2,900,000 
校 園熱泵
監 控暨能
源管理 

總務處 
營繕組 

(二) 中程目標-2.推動校園一

卡化，一卡在手行遍校

園。策略(2)建構門禁及

電力(儲值卡)管理系統

，提升空間使用之管理

效率及落實節約能源之

推動。(P.46) 

自籌款 

合 計 4,62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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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元)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 進修 
鼓勵教師進修提昇師資素質，經費編列依據 102
年度申請案件及 102學年度第 1學期進修人數估
計，由教師提出申請，提送學校教評會審查。

8 100,000

(一) 短程目標-4.102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79%以上。

策略(1)持續鼓勵現有教師進修及送審升等，穩

定提升高階師資比例。(P.78) 
(二) 中程目標-2.104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81%以上。

策略(1)鼓勵現有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並積極送

審升等。(P.78) 

自籌款 

2 研究 

獎勵教師執行研究計畫、發表成果、承接產學研
究案研發新技術。本項目編列經費項目主要支用
於校內專題研究費、教學研究服務獎勵獎金之研
究及國科會獎金，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200 6,600,000
(一) 短程目標-3.提升師資素質，強化教師專業能力

。策略(4)鼓勵教師申請研究計畫，提升教師研

究能力。(P.78) 

獎勵補助

經費、自

籌款 

3 著作 

鼓勵教師於期刊論文發表，提昇教學品質。本項
目編列經費主要支用於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
之著作獎金、期刊論文刊登費用等，各項經費均
由教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100 2,500,000
(二) 中程目標-2.104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81%以上。

策略(2)鼓勵教師參與校外研習及著作發表，提

升研究質量。(P.78) 

獎勵補助

經費 

4 研習 

鼓勵教師參加校外研(討)習會，吸取更多知識或
論文發表等。總經費參考 102 年度申請金額及新
年度預算編列，再依據各系所人數平均分配。本
項目編列經費主要支用於教師參與校外研(討)
習會論文發表、出席國際會議等差旅費用，由參
與教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予以補助。

80 600,000

(一) 短程目標-3.提升師資素質，強化教師專業能力

。策略(1)鼓勵教師實務研習及取得乙級以上證

照及第二專長進修。(P.78) 
(二) 中程目標-2.104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81%以上。

策略(2)鼓勵教師參與校外研習及著作發表，提

升研究質量。(P.78) 

獎勵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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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5 升等送審 

鼓勵教師著作升等，提昇師資素質。總經費參考
前三年度教師申請案件平均值及新年度預算編
列。升等教師經三級教評會審查，每一外審教師
審查費依規定辦理。 

40 450,000

(一) 短程目標-4.102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79%以上。

策略(1)持續鼓勵現有教師進修及送審升等，穩

定提升高階師資比例。(P.78) 
(二) 中程目標-2.104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81%以上。

策略(1)鼓勵現有教師進修博士學位，並積極送

審升等。(P.78) 

獎勵補助

經費 

6 改進教學 

鼓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補助教師教學研究服務
獎勵之教學獎金、各項校外參訪、校外競賽、證
照取得之補助等，由教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
會審查。 

120 2,000,000
(一) 短程目標-2.推動創新教學，活化教學方法。

(P.78) 
獎勵補助

經費 

7 編纂教材 
鼓勵教師自行編纂教材，提升教學成效。參考
102 年度教師申請件數及新年度預算編列，由教
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 

50 400,000
(一) 短程目標-2.推動創新教學，活化教學方法。策

略(1)鼓勵教師編篡創新教材，製作教具，提升

教學品質及成效。(P.78) 

獎勵補助

經費 

8 製作教具 

鼓勵教師製作教具，活化教學課程，提高學生學
習意願並加深印象。參考 102 年度教師申請件數
及新年度預算編列，由教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
評會審查。 

30 900,000
(一) 短程目標-2.推動創新教學，活化教學方法。策

略(1)鼓勵教師編篡創新教材，製作教具，提升

教學品質及成效。(P.78) 

獎勵補助

經費 

9 
學生事務與輔
導相關經費 

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經費，其中
212,500 元支應外聘社團指導老師鐘點費，另
637,500 元由學務處辦理學生各項活動之經費，
由學務處會議審核補助。 

40 850,000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境、強化社團學習

功能。策略(2)見儷同學德、智、體、群、美五

育並重觀念，發揮社團在系、科專業領域之外

的學習功能。策略(3)邀請產業界領袖演講分析

社團參與對職場生涯發展之重要。(P.35) 

獎勵補助

經費 

10 
行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 

鼓勵行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提升服務及專業素
質。各項申請由出差人填具表格，提送行政會議
審查。 

30 200,000

(一) 短程目標-1.人事業務制度化、資訊化，服務品

質及效能顧客化。策略(2)舉辦教育訓練，改變

思維與態度。策略(4)鼓勵行正同仁公餘進修或

參與校外業務研習，提升專業知能。(P.78) 

獎勵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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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含分配原則、審查機制說明）預估案次 預估金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1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單價一
萬元以下之非
消耗品) 

購買非消耗品以提昇教學成效，如附表十。 22 800,000
(一) 短程目標-2.推動創新教學，活化教學方法。

(P.78) 

獎勵補助

經費、自

籌款 

12 資料庫訂閱費 圖書館訂購一年簽約一次且使用期限為一年、無
光碟片之電子資料庫。 

6 1,000,000

(一) 短程目標-1.妥善運用圖資經費。策略(5)針對本

校新成立之系、所/學程，添購其專業藏書與期

刊，以提供教學所需。策略(4)發展雲端數位資

源，包涵購置線上電子書與電子資源等數位館

藏及收錄行動數位教材，以輔助教學、學習與

研究。(P.57) 
(二) 中程目標-1.積極爭取圖書經費並提升館藏品質

策略(3)加強構製圖書、期刊及各種電子資源，

以強化教學品質。(P.61) 

獎勵補助

經費 

13 新聘教師薪資 
補助 101 學年度上學期、102 學年度、103 學年
度上學期新聘助理教授以上教師薪資，補助渠等
教師全年本俸及學術研究費。 

20 4,900,000

(一) 短程目標-4.102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79%以上。

策略(2)優先新聘助理教授以上且具實務經驗師

資。(P.78) 
(二) 中程目標-2.104 學年度助理教授達 81%以上。

策略(3)增聘助理教授以上師資。(P.78) 

獎勵補助

經費、自

籌款 

合 計 2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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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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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物品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 
其他非消
耗品 

網球拍 

休閒級 
材質：碳纖維 
重量：270g 
拍面：102102sq 
in. / 660sq cm 

6 支 3,400 20,400 

社團活動

使用，增

加社團學

習機會 

學生社團網

球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境

、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略(2)
建立同學德、智、體、群、美五

育並重觀念，發揮社團在系、科

專業領域之外的學習功能。

(P.35) 

獎勵補助

經費 

2 
其他非消
耗品 

小堂鼓 鼓面：1 尺，含木
製鼓架、鼓棒 8 組 6,800 54,400 

學生社團

活動使用

，增加文

創社團學

習機會 

學生社團創

意陣頭研究

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境

、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略(2)
建立同學德、智、體、群、美五

育並重觀念，發揮社團在系、科

專業領域之外的學習功能。

(P.35) 

獎勵補助

經費 

3 
其他非消
耗品 

安全頭盔

組 

SA 安全頭盔組 
(含頭盔 5 頂、多功
能袋) 

1 組 3,500 3,500 

社團活動

使用，增

加社團學

習機會 

學生社團壘

球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境

、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略(2)
建立同學德、智、體、群、美五

育並重觀念，發揮社團在系、科

專業領域之外的學習功能。

(P.35) 

獎勵補助

經費 

4 
其他非消
耗品 

壘球棒組 壘球棒組 
(球棒、球棒袋) 2 組 3,000 6,000 

社團活動

使用，增

加社團學

習機會 

學生社團壘

球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境

、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略(2)
建立同學德、智、體、群、美五

育並重觀念，發揮社團在系、科

專業領域之外的學習功能。

(P.35) 

獎勵補助

經費 

5 
其他非消
耗品 

壘球手套 

1.材質：面/裡:高級
牛皮、帶皮:透心
牛皮 

2.尺寸：13 吋日本
硬式皮革 

6 個 3,200 19,200 

社團活動

使用，增

加社團學

習機會 

學生社團壘

球社 

(一) 短程目標-5.建構安心就學環境

、強化社團學習功能。策略(2)
建立同學德、智、體、群、美五

育並重觀念，發揮社團在系、科

專業領域之外的學習功能。

(P.35) 

獎勵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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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6 
實習實驗
物品 

電子天平 二位數 10 台 8,500 85,000 
實驗材料

調製 
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 

(一) 短程目標-1.結合環境分析學程

，開設微量分析檢測及生技應用

等課程，訓練學生具備基礎品保

分析及生技工程知能。策略(1)
設立化妝品調製及功能分析實

驗室，培育專業製造及功能分析

技術人才。(P.299) 

自籌款 

7 
實習實驗
物品 

Arduino 
ADK系統

實驗平台 

微控制器：
ATmega256 
工作電壓：5V 
輸入電壓(極限)：
6~20V 
IO 輸 出 電 流 ：
40mA、3.3V 
供電電流：50mA 
Flash記憶體：256KB 

20 台 7,500 150,000 
提供學生

程式開發

撰寫 
電子工程系 

(一) 短程目標-1.持續擴充及更新實

驗室設備。策略(1)加強實驗室之

基礎設備之更新及汰舊。(P.112) 

獎勵補

助經費 

8 
專業教室
物品 

上課桌 
1.寬 204*深 63*高

82(cm) 
2.木作 

17 張 8,000 136,000 
提供學生

教具製作

使用 
幼兒保育系 

(二) 中程目標-3.改建及擴充專業教

室。5.建立幼兒文教產品應用試

教實習工坊(P.248) 
自籌款 

9 
專業教室
物品 

圓盤鋸  手持式 2 支 3,500 7,000 
提供學生

實務操作

使用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

之設施、儀器。策略(4)充實數位

建築創意工坊之設備需求，提供

設計領域實務教學之操作場所

，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P.153) 

自籌款 

10 
專業教室
物品 

衝擊式電

鑽 
充電式 2 支 5,500 11,000 

提供學生

實務操作

使用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

之設施、儀器。策略(4)充實數位

建築創意工坊之設備需求，提供

設計領域實務教學之操作場所

，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P.153)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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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1 
專業教室
物品 

測試計 多功能，可感應二
氧化碳 2 台 8,500 17,000 

提供學生

實務操作

使用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

之設施、儀器。策略(4)充實數位

建築創意工坊之設備需求，提供

設計領域實務教學之操作場所

，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P.153) 

獎勵補

助經費 

12 
專業教室
物品 

電動圓鋸

機 

外徑：185m/m 
內徑：25.4m/m 
最大鋸深：
45°-44MM、
90°-66MM 
轉速：4700 以上 

2 台 4,000 8,000 
提供學生

實務操作

使用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

之設施、儀器。策略(4)充實數位

建築創意工坊之設備需求，提供

設計領域實務教學之操作場所

，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P.153) 

自籌款 

13 
專業教室
物品 

墨線儀 

距離：10 公尺以上
水平作業時間：5
秒 
水平角度補嘗：
<0.5 度 

1 台 4,000 4,000 
提供學生

實務操作

使用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

之設施、儀器。策略(4)充實數位

建築創意工坊之設備需求，提供

設計領域實務教學之操作場所

，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P.153) 

獎勵補

助經費 

14 
專業教室
物品 

雷射測距

儀 

測距範圍：
0.05M~100M 
測量精度：正負
1mm  

1 台 8,500 8,500 
提供學生

實務操作

使用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一) 短程目標-4.充實教學研究所需

之設施、儀器。策略(4)充實數位

建築創意工坊之設備需求，提供

設計領域實務教學之操作場所

，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P.153) 

獎勵補

助經費 

15 
專業教室
物品 

工作桌 W180*D80*H75cm
以上 20 張 8,000 160,000 

立體工坊

教室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

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

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

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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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16 
專業教室
物品 

珠寶工作

桌 
L126*H61*W90cm
以上，木製 8 張 8,800 70,400 

金工工坊

教室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

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

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

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7 
專業教室
物品 

空壓機  3.5 馬力 1 台 8,000 8,000 
立體工坊

教室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

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

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

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8 
專業教室
物品 

噴槍 噴嘴口徑 1mm 以
上，附噴管 3 組 4,000 12,000 

立體工坊

教室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

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

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

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19 
專業教室
物品 

角度切割

機 

鋸切角度 45 度以
上，鋸片直徑 10 英
吋以上 

1 台 3,600 3,600 
立體工坊

教室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

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

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

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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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物品類別※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與中長程計畫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來源) 

20 
專業教室
物品 

砂輪機 轉速 11000/9000rpm 1 台 3,000 3,000 
立體工坊

教室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

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

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

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21 
專業教室
物品 

氣動砂布

機 
轉速 10,000rpm以上 3 台 3,000 9,000 

立體工坊

教室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

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

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

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獎勵補

助經費 

22 
專業教室
物品 

研磨機 砂輪轉速 2,000rpm
以上 1 台 4,000 4,000 

立體工坊

教室配備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二) 中程目標-1.秉持理論與實務並

重的辦學目標，培育學生視覺設

計能力、時尚飾品設計及創意商

品設計能力，滿足專業實務人才

的要求。策略(2)增購各專業教室

之設備與電腦相關軟體，以配合

課程需要，做為學生專業訓練之

用。(P.282) 

自籌款 

合 計 800,000     

※「物品類別」分為資訊器材、實習實驗物品、專業教室物品、其他非消耗品等項目。 

總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人事處               會計處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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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正修科技大學儀器設備經費編列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儀器設備經費編列辦法 
 97.02.25 校務會議通過 

98.02.23；99.11.1；100.09.13；101.09.17；102.09.09 校務會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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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行政之品質，特訂定「儀器設備經費編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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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由經費審查小組進行經費額度審查。有關「儀器設備經費編列申請計畫書」之相關內

容，另訂「儀器設備經費編列審查實施要點」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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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專家學者參與。 

第四條  儀器設備經費額度分為基本額度、績效額度及專案額度，說明如下： 
一、 基本額度： 

（一） 系所、學位學程：  
1. 日間部（不含各學制專班、碩士班與博士班班級數）： 

工學院各系 5 班以內 40 萬元，每增加 1 班 7 萬； 
管理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各系 5 班以內 20 萬元，每增加 1 班 5 萬。 

2. 進修部、各學制專班與附設院校： 
工學院各系 5 班以內 20 萬元，每增加 1 班 4 萬； 
管理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各系 5 班以內 10 萬元，每增加 1 班 3 萬。 

3. 碩士班（含碩士專班班級數）： 
工學院各系所 2 班以內 20 萬元，每增加 1 班 3 萬； 
管理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各所 2 班以內 10 萬元，每增加 1 班 2 萬。 

（二） 新設立系所與學位學程： 
工學院各系所與學位學程 50 萬元；  
管理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各系所與學位學程 40 萬元。 

（三） 通識教育中心 20 萬元，師資培育中心 10 萬元。 
二、 績效額度： 

（一） 績效額度一：依學院劃分，各院依系所特色訂定評比指標，項目得包含研

究計畫（國科會及產學計畫）、服務、教學、論文著作、新創育成、學生

就業、學生英語及技能檢定證照、學生參與競賽得獎及學生參與業界實習

等成果，評比項目得依學校當年度重點發展需求加權計算。依各學院績效

總排名或各系達各項評比指標基本門檻並與上一年比較，績效進步達 10%
以上者，取若干單位給予績效額度。 

（二） 績效額度二：各單位獲得教育部或政府相關部會之計畫（不含前項研究計

畫），得依補助經費評比排名，取若干單位另行給予績效額度。 
三、 專案額度：為各單位依發展特色或跨單位整合之需求，得由各單位（藝術中心、

圖書資訊處、科技中心及院系所）於計畫書中同時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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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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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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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正修科技大學儀器設備經費編列審查實施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儀器設備經費編列審查實施要點 
（103 及 104 學年度適用） 

102.07.15 行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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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編列辦法」訂定「103 及 104 學年度儀器設備經費編列審查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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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及各科技中心均得提出申請。 

三、 經費編列原則與期程 

（一） 本次經費編列期程為期 2 學年(4 學期)，包含 103 學年度及 104 學年度。 

（二） 本次經費不得編列人事費與事務費，經費編列項目主要以「單價金額 1 萬元以上，

且使用年限滿 2 年以上之儀器設備之資本門經費」或「單價金額達 3 仟元以上，且

未滿 1 萬元之非消耗品及空間整修維護費之經常門經費」得編列之。 

（三） 各單位所提經費預算以每學期不超過下列額度為原則，惟有特殊事項得以另簽處

理。 

1. 工學院（系所、學程）：250 萬元。 

2. 管理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系所、學程）：150 萬元。 

3. 其他單位：100 萬元。 

（四） 每學期資本門經費編列比例至少須佔該學期編列經費之 80%以上。 

（五） 本次儀器設備經費編列項目將列於本校「103 年度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

用計畫書。 

（六） 儀器設備經費核定額度，包含各單位基本額度、績效額度(一)、(二)及專案額度。 

四、 審查要項 

審查內容包含各單位於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之關連性、資源整合及行政支援情形、預期成

果、經費運用與編列之合理性及必要性等。 

五、 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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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審查小組」，根據各單位研提之計畫進行審查作業，審查程序分二階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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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複審： 

1.召開複審審查會議，依據「儀器設備經費審查小組」初審審查意見，得通知申請單

位列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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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儀器設備經費審查小組」委員決議分配該學年度儀器設備經費，並經過「儀器

設備經費編列委員會」通過後，陳報預算分配委員會審議核定及校務會議議決。 

六、 成效管考 

儀器設備經費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得定期追蹤執行成效。 

七、 其它 

（一） 各申請單位應於 102 年 9 月 25 日（星期三）期限前，依所附參考格式提出「儀器設

備經費編列申請計畫書」10 份至總務處（03C0103），計畫書請以黑白雙面列印，封

面為淺黃色並以騎馬釘方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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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器設備經費申請」。 

（三） 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提案之單位，視延繳時程酌減核定額度，減少額度最高不超過原

核定額度之 20％。 

八、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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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儀器設備經費分配及排序作業流程 

儀器設備經費
申請(提列)作業

儀器設備經費
審查小組

獎勵補助經費
專責小組

請(採)購作業

依據

「正修科技大學儀器設備經費編列辦法」及
「正修科技大學儀器設備經費編列審查實施要點」

辦理儀器設備經費申請、審查及核定作業。

1.召開專責小組會議，依據前項審查之結果，進行經費
來源分配規劃，其分為「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
費(含自籌款)」及「學校自付預算」。

2.「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係參考下列原則進
行採購優先序排序作業。
(1) 學校會計年度預算。
(2) 新設立之系所、學程。
(3) 未獲教育部計畫案經費補助購置教學研究設備之單

位。(如：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及教學卓越計畫等)
(4) 教學單位依整體發展需求自行排列之優先序。
(5) 購置設備之存放空間是否已建置完成。

(如：新建大樓或裝整修未完工)
(6) 依設備屬性區分類別，規格相同者，合併排序。
(7) 單項金額超過百萬者，優先排序採購。

依據下列辦理請(採)購作業：
1. 政府採購法
2.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辦法
3.正修科技大學政府經費請採購作業流程
4.正修科技大學公開招標作業流程
5.正修科技大學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畫書作業流程

教育部整體發展
獎勵補助經費

學校自付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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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正修科技大學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獎勵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88.11.30；92.08.04；94.09.06；95.06.26；98.07.20；100.07.28：102.7.30 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規劃及審核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有關事宜，特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設置獎勵補助經

費專責規劃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置委員數人，為無給職，由教務、總務、學務、研發、圖書資訊、人事、會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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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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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任何行政職務，其任期二年，得連任之，連任以一次為限。以上委員不得同時擔任內部專

兼任稽核人員。 

三、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1.依教育部規定編列資本門及經常門之一定比例，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審核各單位所

提之需求，進行獎勵補助經費支用項目、規格、優先順序及經費分配比例等事宜，規劃

年度支用計畫書。 

2.審核申請採購內容(項目、規格、數量及細項)變更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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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小組每年度開會三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六、本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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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紀錄(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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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簽到單(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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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紀錄(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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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簽到單(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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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正修科技大學稽核人員設置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稽核人員設置要點 

 

99.11.15；102.07.23 核定 

102.09.16 行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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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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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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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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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單位。稽核人員不得與獎勵補助款專責規劃小組成員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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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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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執行會計師或律師業務 5 年以上，聲譽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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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律、管理或相關課程合計 3 年以上，聲譽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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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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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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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五、本校稽核人員得受本校董事會指派，兼任董事會稽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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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八、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報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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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正修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度摘錄) 

1. 目的： 

本校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度之有效程度，衡量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率，

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度得以持續有效實施。 

2. 適用範圍： 

本校各單位。 

3. 作業說明： 

3.1. 內部稽核之組織： 

3.1.1. 依本校規模、業務情況、管理需要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聘任稽核人員若干

人辦理稽核事宜。 

3.1.2. 本校稽核人員由本校內部或外聘遴選操守公正、忠誠、具有相當學識經歷人員

專任或兼任之。其待遇（含授課時數、加津、津貼等等）另簽之。 

3.1.3. 本校稽核人員應秉持超然獨立之精神，以客觀公正之立場，確實執行其職務，

並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 

3.2. 稽核人員之職權： 

3.2.1. 本校之人事事項、財務事項、營運事項及關係人交易之事後查核。 

3.2.2. 本校現金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3.2.3. 本校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3.2.4. 本校財務上增進效率與減少不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3.2.5. 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3.3. 稽核人員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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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稽核計畫應經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3.3.2. 本校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度缺失、異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

應於年度稽核報告中據實揭露，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作成稽核報告，

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應至少保存5年。 

3.3.3. 其他缺失事項，應包括如下： 

3.3.3.1. 政府機關檢查所發現之缺失。 

3.3.3.2. 財務簽證會計師查核時，本校提供本制度聲明書所列之缺失。 

3.3.3.3. 會計師於財務查核簽證或專案查核所發現之缺失。 

3.3.3.4. 其他缺失。 

3.3.4. 本校稽核人員應將本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

人查閱。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對學校法人或本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

立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核閱，校長接獲報告後，應立即送董事會，並將副

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3.3.5. 本校之稽核人員稽核時，得請本校之行政人員，提供有關帳冊、憑證、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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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稽核所須之資料。 

3.4. 內部稽核方式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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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對象、實施期程、稽核方法、作業程序、稽核重點及稽核結果等之稽核計畫，

依照所排訂之稽核項目，訂定作業程序及稽核重點，稽核時並得依情況適時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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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稽核之實質成效。 

3.4.3. 本校稽核種類，視情況得分為計畫性稽核及專案性稽核。 

3.4.4. 稽核程序如下： 

3.4.4.1. 確定稽核之目的及範圍，區分為計畫性稽核或專案性稽核。 

3.4.4.2. 稽核工作準備： 

3.4.4.2.1. 稽核工作規劃。 

3.4.4.2.2. 撰寫稽核程式。 

3.4.4.2.3. 稽核人員應與受稽核單位主管事前溝通，確定稽核時間及

相關協調工作。 

3.4.4.2.4. 稽核人員應於稽核前7日，通知受稽核單位。 

3.4.4.3. 稽核工作執行： 

3.4.4.3.1. 執行稽核時，將稽核過程記錄於工作底稿，作為編製報告

之根據。 

3.4.4.3.2. 執行稽核時，受稽核人員需確實提供相關之資料或回答所

詢問之各項問題。 

3.4.4.3.3. 執行稽核時，若有不符合事項時，應知會該單位主管，以

澄清其不符合事項是否存在。 

3.4.4.3.4. 稽核作業所發現之缺失，稽核人員應記錄在「內部稽核觀

察、建議及回覆紀錄表」。 

3.4.4.4. 稽核事後會議： 

3.4.4.4.1. 稽核人員將工作底稿、「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錄

表」，陳稽核單位主管審核。 

3.4.4.4.2. 審定之「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錄表」，送各受稽

核單位確認。 

3.4.4.4.3. 稽核人員協調稽核事後會議時間。 

3.4.4.4.4. 舉行稽核事後會議。 

3.4.4.5. 撰寫稽核報告： 

3.4.4.5.1. 稽核人員依據稽核工作底稿及審定「內部稽核觀察、建議

及回覆紀錄表」撰寫「稽核報告」。 

3.4.4.5.2. 「稽核報告」轉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

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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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6. 稽核追蹤： 

3.4.4.6.1. 稽核人員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行追

蹤查核。 

3.4.4.6.2. 稽核人員依據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追蹤報告」。 

3.4.4.6.3. 受稽核單位之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行改善者，

稽核人員應於「追蹤報告」中明確記載。 

3.4.4.6.4. 「追蹤報告」轉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

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3.4.4.6.5. 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行改善追蹤事項者，應

依本校相關獎勵懲處辦法處理，並列入下次稽核重點。 

3.4.4.6.6. 與經費有關之事項，提報至校務會議，做為下學年度預算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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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考核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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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稽核人員名單、背景及專長 

姓    名 何清釧 

學    歷 
泰國亞洲理工學院環境工程所碩士 

中原理工學院化學工程系學士 

經    歷 

1.正修科技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副校長、教務長、教務主任、化學工程科主任

2.正修科技大學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 
3.南區四技二專日間部商業類科聯合登記分發入學委員會總幹事 
4.南區五專聯合招生委員會總幹事 

教師資格 教字第 4852 號、副字第 7075 號、講字第 8240 號 

學術專長 
1.化學工程 
2.環境工程 
3.通識教育 

專業服務 

1.97、98 學年度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審查小組委員 
2.96、97、98 年綜合高中諮詢輔導專案實地訪視委員 
3.喜憨兒社會福利基金會監察人 
4.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試務工作會委員 
5.南區五專聯合招生委員會總幹事 
6.專科學校評鑑委員 
7.勞委會職訓局化學職類技術士技能檢定命題委員 
8.台灣省及高雄市職校評鑑委員 

獲獎紀錄 
1.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學會「技職教育傑出成就獎」 
2.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學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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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李佩恩 

學    歷 

博士：美國 Alliant Internal University,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ncentration: Finance (93/07/01~98/08/16) 

碩士：美國 Mercer University,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ncentration: Finance (88-90) 

學士：美國 Mercer University,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ncentratio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86-88) 

經    歷 

1.正修科技大學 助理教授 
2.台新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專員 
3.Century Mortgage 房貸專員 
4.Spencer G. Chang, CP 會計協辦 
5.KT Atlanta Inc. 行政專員 

教師資格 助理字第 028491 號 

證    照 企業內部控制(101)證基企測證字第 3651700058 號 

學術專長 

1.企業管理 

2.國際財務管理 

3.金融英文 

獲獎紀錄 101 年榮獲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優良導師 

 

姓    名 楊宗文 

學    歷 

博士：Ph.D.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San Antonio, 
TX ,USA(92/8~95/12) 

碩士：M.B.A.國立中山大學 企業管理研究所(84/9~86/6) 
學士：國立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系 

經    歷 
1.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助理教授 
2.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講師 

教師資格 助理字第 019985 號、講字第 057964 號 

學術專長 
1.組織行為、一般管理 
2.專案管理 
3.行銷管理 

優良事蹟 

1.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行銷管理領域教

學諮詢與學習輔導教師(97 年~98 年) 
2.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部落永續發展計畫 96 年度南區部落營造中

心:訪視委員 

獲獎紀錄 

1.89 年榮獲教育部主辦技專院校自製多媒體競賽透明片類佳作，國立雲林科

技大學，中華民國教育部 
2.96 年榮獲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優良導師 
3.100 年榮獲「2010 專案管理認證培訓大專教師優等獎」中華專案管理學會

4.101 年榮獲「TPMA2012 年百大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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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正修科技大學提升師資素質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使用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提升師資素質獎勵補助經常門經費使用辦法 
 

91.01.28；91.06.27；92.08.25；96.01.24；97.07.25；97.12.29；98.02.09；99.01.25；99.12.13；100.06.20；100.08.31
；101.06.18 教評會修訂 

91.02.25；91.07.25；92.09.08；96.03.01；97.12.11；98.02.23；99.01.29；100.1.26；100.07.28；100.09.13；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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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規定，提升師資素質獎勵補助之經常門經費（以下簡稱本經費

），需用於新聘優良教師及提升師資素質等用途，以確實改善學校師資素質，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經費使用範圍與分配比例： 

一、本經費獲核配後，應在下列兩項範圍內訂定年度使用計畫提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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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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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等送審及改進教學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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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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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費支用則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六、使用於改善教學且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歸於經常門。 

七、電子資料庫、軟體如係一年簽約一次（使用期限一年）且無光碟片，宜歸於經常

門。 

八、期刊若有典藏價值者，列為資本門支出，否則列為經常門支出。 

九、各獎助項目金額，教師研習、著作（不含出席國際會議）項目依各所系中心專任

講師以上人數比例，均衡分配，單位自行控管，其餘項目因性質之統整性，由人

事處統一控管，予以保留；惟每年 11 月起則不分單位，開放自由申請。 

十、各項金額應於 12 月中旬前核銷完畢。 

十一、各項經費應以均衡分享為原則，避免集中少數教師或行政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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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之獎助案經系、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二級）

；行政人員獎助案經行政會議審議；團體案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辦理核銷程

序。審議未通過之案件經費，則由校內相關經費支應。 

第四條 本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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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正修科技大學獎勵補助經費差旅費支給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獎勵補助經費差旅費支給要點 
 

99.01.25；99.12.13；100.06.20；101.01.16；101.06.18；101.12.03；102.06.24 教評會通過 
99.01.29；100.1.26；100.07.28；101.02.20；101.07.30；102.01.28；102.06.27 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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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練與研討(習)會依本要點辦理外，其餘悉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務員國內差旅費辦法」

支給。 

二、本要點所稱差旅費為國內外差旅費。國外差旅費（僅限出席國際會議、赴國外考察研習及國

外競賽）之報支參考行政院「國外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補助經費及標準由學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辦理。國內差旅費申請案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務員國內差旅費辦法」及

本要點第三點辦理。 

三、差旅費支給標準如下（限參加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者）： 
補助內容與金額 

期間 交通費 宿費 膳費 報名費及材料費 

3 日以內 
自強號 
高 鐵 
國光號 
飛  機 

每日補助 
1,400 元 

每日補助 
250 元 

每次補助總金額最高 5,000 元
4 日(含) 
以上 

每日補助 
1,000 元 

同  上 

合計上限 5,000 元 

備 註 

1.開立發票抬頭應以正修科技大學為名。報支住宿費者，應檢據核實列報；未能

檢據者，僅支 1/2。 
2.高雄地區僅得報支報名費。 
3.各申請案最遲應於 12 月中旬前核銷完畢。 
4.報支高鐵車票者，以一次往返為限，並檢據核銷。 
5.計程車不得報支。 
6.由學校指派參與之研習課程，其報名費不受補助總金額最高 5,000 元限制。 
7.單位每日提供 2 餐以上及住宿者，僅補助往返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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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返之路程包括前往出差地點及返回學校，出差地點偏遠，可於出差請示單敘明，路程假以

出差前半日為原則，並於結束當日返回，若經校長同意後可酌予延長半日。膳費之報支，應

依事先核定之出差期間與行程及實際出差天數，按日依規定數額報支。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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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正修科技大學鼓勵教師學位進修實施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鼓勵教師學位進修實施辦法 

92.12.15；95.07.27；97.07.25；99.01.25；100.06.20；100.08.31；101.01.16；101.06.18 教評會通過 
92.12.18；95.08.03；97.12.11；99.01.29；100.07.28；100.09.13；101.02.20；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高師資素質，促進研究風氣，加強教學效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本校服務 1 年以上之專任教師（含助教），年齡未滿 55 歲者。其進修課程，以符合各所

系（中心）發展專長或與任教科目相關者為原則。 
新聘教師於聘任前已錄取者，得不受前項服務年資之限制。 

第三條 種類 
一、全時間進修（留職停薪）：含國內外修讀學位及博士後研究，必須留職停薪者。 
二、部份時間進修：含部份時間修讀國內學位者、寒暑假赴國外修讀學位者及於國內修

讀學位在職專班者。 

第四條 期限 
一、進修博士學位以 5 年為限，必要時得延長最多 3 年。（休學期間得予扣除） 
二、進修碩士學位以 2 年為限，必要時得延長最多 2 年。（休學期間得予扣除） 
三、進修博士後研究以 1 年為限。 
四、寒暑假赴國外修讀學位及於國內修讀學位在職專班者不限。 

第五條 名額 
一、各所系中心（含通識教育中心各科）同時進修名額不得超過各該所系科專業教師實

際人數之 3/10；全校同時進修總名額不得超過全校專任教師實際人數之 20%。惟休

學或已修滿畢業學分或資格考通過或寒暑假赴國外修讀學位或於國內修讀學位在

職專班或曾兼任一級主管者不在限制範圍內。 
二、各所系中心若多人同時申請，名額不敷分配時，所長、系（中心）主任應依下列次

序先行排定優先人選，送學校教評會審定。 
（一）繼續進修者。 
（二）曾任主管或所系（中心）務召集人或兼行政非主管職務者。 
（三）符合各所系（中心）發展專長者。 
（四）對所系（中心）務之服務及配合良好者。 
（五）若前四款皆符合或一致，則依本校服務年資、教學研究成果及進修種類等項

目考量。 
三、第一款名額限制，遇有特殊需要且不影響教學研究，經專案報准者，不在此限。 

第六條 其他相關規定 
一、獎助：凡進修博士學位，未獲政府公費或其他獎助金者，得依下表規定申請獎助。 

   年 級獎 助 項 目備 註

國內 

一年級 
每學期學雜

費全額 

1.開學後 1 個月內，檢附申請表、學生證影本及學雜費繳

費收據向人事處申請。 

2.申請案核定後之當學期，如休退學時，應繳還核定金額。

3.國內之學雜費以各校標準辦理。 

二年級 

三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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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 

取得學位並經教師資格審定

通過後，一次獎助新台幣 35

萬元正 

4.赴國外進修於 99 年 1 月底以前入學者，適用舊標準。

5.本表不適用赴大陸進修學位者。 

6.新進教師到校時已在國外進修學位者，不得申請補助。

二、部份時間進修者（不含寒暑假赴國外修讀學位及於國內修讀學位在職專班者），其

排課時間原則上為每週 3~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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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進修者），送人事處彙轉教評會審查後，報請校長核定；未如期提出進修申請者，

原則上皆不予受理。 

四、進修者： 

（一）不得兼任日間部導師、輔導老師及行政職務，亦不得超支日間部鐘點；惟學

分修畢或資格考試通過或寒暑假赴國外修讀學位或國內修讀學位在職專班

者或聘約另有約定者不在此限（應檢具證明）。 

（二）應於每年 7 月、12 月底前，檢齊錄取通知單等至人事處辦理手續，9 月、3

月底前補足證明文件。 

（三）全時間進修者，辦理留職停薪，保險事宜依公保規定辦理。 

（四）均應立契約書，具結學成後繼續在本校服務，義務年限應超過進修年限 1

年。違者，依契約書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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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提出畢業論文或心得報告。 

（六）進修結束後應即返校服務，且 3 年內不得申請再進修。惟基於特殊需要，經

專案報准者，不在此限。 

（七）進修後取得較高學位，是否以較高職級聘任，仍須視各單位教師員額需求而

定。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評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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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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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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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鼓勵教師積極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種類： 

（一）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二）校外產、官、學、研委託之產學合作、專案計畫或專利 

三、實施方式 

（一）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1.補助項目：業務費、資料檢索費、貴重儀器使用費、研究設備費等。 

2.補助期間：一年。 

3.B 類補助金額：每年實際補助總金額與人數，視當年度預算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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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獎勵點數：依本校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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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規定辦理。 

四、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勵補助款項下辦理，不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五、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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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研習、著作實施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研習、著作實施要點 
 

99.01.25；99.12.13；100.06.20；100.08.31；101.06.18；101.12.03；102.06.24 教評會通過 
99.01.29；100.1.26；100.07.28；100.09.13；101.07.30；102.01.28；102.06.27 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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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經驗，提升教學實務能力，落實技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種類： 

（一）研習項目：參加國內外研討會。 

（二）著作項目：期刊論文發表。 

（三）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四）赴國外考察研習。 

（五）校內短期研習（討）會、專題演講（僅補助主辦單位）。 

三、實施方式： 

（一）研習項目：參加國內外研討會 

（二）著作項目：期刊論文發表 

研習人員 
與 項 目 

1.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2.須與各所、系、中心發展方向或與本身專長及任教科目相關 
研習時間 依各研習（討）會時間 

補助金額 
1.差旅費依「獎勵補助經費差旅費支給要點」標準支給 
2.會議、期刊發表論文材料費上限 2,000 元 

遴選程序 
1.校長核定 
2.各級教評會審議（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二級） 

考 核 
1.應遵守研習（討）會相關規定。 
2.研習結束或論文刊登後應繳交相關研習資料及心得報告（或論文全文）、電子檔

及授權書送人事處。 

備 註 

本項補助以區間（1~4 月、5~7 月、8~10 月、11~12 月）劃分，每年於 4/15、7/5
、10/15、12/5 前後各所、系、中心在學校經費分配範圍內，每人每區間至多補助

二次，惟主管不受人次限制。各單位於每區間審查該段參加研習教師相關資料，

經系、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二級）補助金額

。若有跨區間者以研習結束日為計算基準日。 

（三）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須以學校名義發表） 

補 助 項 目 
1.往返機票費 
2.註冊費 
3.生活費 

補 助 標 準 
1.生活費及機票費依國科會標準 
2.每人每年度最多核准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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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 選 程 序 

1.申請人得同時向國科會、教育部或本校申請，若獲國科會或教育部補助，本

校不再補助。 
2.申請之當年度曾獲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不予補助。 
3.校長核定。 
4.各級教評會審議（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二級） 

獎 勵 
點 數 

見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規定 

考 核 回國後應繳交論文書面、電子檔及授權書至人事處 

備 註 
1.本項施行細則由研發處另訂 
2.獎勵點數之相關規定仍應依「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辦理。 

（四）赴國外考察研習 

補 助 項 目 
1.往返機票費 
2.註冊、報名及相關費用 
3.生活費 

補 助 標 準 
1.生活費及機票費參考行政院「國外差旅費報支要點」標準 
2.每人每年度最多核准 1 件 

遴 選 程 序 
1.校長核定。 
2.各級教評會審議（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二級） 

考 核 回國後應繳交書面報告、電子檔及授權書至人事處 

（五）校內短期研習（討）會、專題演講（僅補助主辦單位） 

補助項目 
補助 

內容 
遴選程序 補助金額 

獎勵 
點數 

考核 

校內短期

研習（討

）會、專

題演講（

僅補助主

辦單位） 

1.演講費 

2.差旅費 

3. 講義製

作費 

4.材料費 

1.研習人員須

為本校專任

教師，研習

項目須與技

職教育之教

學與應用有

關 
2.各院、所、

系、中心提

出申請書，

送交人事處

彙整 
3.經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

審議 

1.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演講費最

高每節 1,600 元、國外學者

2,400 元、校內教師 800 元。

（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

，連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

，未滿者減半支給） 
2.差旅費依獎勵補助經費差旅

費支給要點支應；講義製作

費、材料費實報實銷。 
3.各單位補助合計總金額：各

院、處、室最高 10 萬元；各

所、系、中心最高 5 萬元。

4.每年度每單位最多核定 2 件

，行政研習班不在此限。 

無 研習結束後應編撰

成果報告（書面、

電子檔及授權書各

1 份）送人事處 

四、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勵補助費項下辦理，不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五、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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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 

 

84.05.05；85.02.01；85.08.27；89.01.27；90.10.15；91.01.28；91.06.27；93.03.29；94.07.20；95.07.27；99.01.25；

100.07.15；100.08.31；102.04.29 教評會通過 

80.08.27；82.04.22；83.10.19；84.05.08；84.08.23；85.03.21；85.08.27；89.01.31；90.10.18；91.02.25；91.07.25；

93.03.29；94.07.22；95.08.03；99.01.29；100.07.28；100.09.13；102.06.27 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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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獎勵種類分為四種： 

一、教學成果獎 

二、研究成果獎 

三、服務成果獎 

四、競賽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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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視同已採計，不得移作他次使用： 

一、教學成果獎：連續三年內積點達（4）點者，每名頒發獎金新台幣（貳）萬元，獎狀乙

紙。每增加（1）點，增發獎金新台幣（參）仟元，不足 1 點者，依比例計算。 

二、研究成果獎：連續三年內積點達（4）點者，每名頒發獎金新台幣（貳）萬元，獎狀乙

紙。每增加（1）點，增發獎金新台幣（參）仟元，不足 1 點者，依比例計算。 

三、連續三年內教學與研究兩者合併積點達（4）點者，比照第一、二款給獎。 

四、服務成果獎：連續三年內積點滿足前三款之一者，方可申請，並以增加點數標準

計算，不足 1 點者，依比例計算。 

五、競賽成果獎：每滿（0.5）點者，每名頒發獎金新台幣（壹仟伍佰）元，獲獎者另

頒獎狀乙紙。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連續服務滿二年以上（年資中斷者，以前之成果不計）。 

二、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或指導本校學生有具體成果（留職停薪期間不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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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系院（中心）教評會審查，並經審查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三院院長、

人事處處長等 7 人組成，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審議後陳請校長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定

，獲獎者於校慶日頒獎。 

前項審議小組審查原則如下： 
（一）點數明確、表現足以認定者，授權處室查核結果。 
（二）點數明確、表現較難認定者，由審議小組審核。如期刊論文之等級、展演

、辦理研討會之地區範圍等。 
（三）本辦法所訂須審議小組審核者。 
（四）審議小組審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列席說明，議決事項時小組成員須全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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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並經半數以上成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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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數計算如下： 
（一）編印具 ISBN 編號之教科書、網路教學績優教師，每件計（2）點，多人編

製者之點數計算比照論文著作點數計算標準。 
（二）每年指導學生專題製作（實務專題）之成果，全所系科最優（每班一名）

者計（2）點；次優（每班取二名）者計（1）點。 
（三）指導學生執行大專生參與國科會計畫，每件計（2）點。 
（四）指導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教育部獎補助款規範內者），其獎勵點數由審

查小組審議。 
（五）指導學生通過英語檢定（CEF）A2 級以上者，（CEF）B1 級以上者，其獎

勵點數由審查小組審議。其他外語證照比照辦理。 
（六）教師取得與教學項目相關並由政府機關發放之證照，甲級證照每張計（5）

點，乙級證照每張計（3）點，專技人員高普考比照甲級證照。 

二、研究成果獎：發表學術性或有關技職教育等論文著作、專利、產學計畫等有具體

表現者，其點數計算如下： 
（一）各類計畫： 

1.教育部補助之計畫，其採計金額及點數由審查小組審議。 
2.外接政府機關（第 1 點除外）或民間機構委託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有資

本門經費之計畫達新台幣壹佰萬元者計（2）點，每增加壹拾萬元加計（

0.1）點（不足壹佰萬元者，依比例計算）。 
3.外接政府機關（第 1 點除外）或民間機構委託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無資

本門經費之計畫無支領人事費者，其實撥本校經費達新台幣壹拾伍萬元

者計（1）點，每增加貳萬元加計（0.1）點（不足壹拾伍萬元者依比例計

算）；有支領人事費者，其實撥本校經費達新台幣參拾萬元者計（1）點

，每增加伍萬元加計（0.1）點（不足參拾萬元者依比例計算）。 
4.國科會研究計畫之計點比照第 3 點辦理，且另外補助該計畫實撥經費百

分之五或每件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擇一為教師研究獎助。 
5.各研究中心外接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產學合作案，不予計點。 

（二）承接本校專題研究計畫或政府機關公益性計畫經費達新台幣貳拾萬元以上

計（1）點。（不足貳拾萬元者依比例計算）。 
（三）論文著作 

1.會議論文 
（1）政府機關或國內學術性團體之國內研討會發表論文，每篇計（0.5）

點。 
（2）國際性研討會（三國【含】以上，不含海峽兩岸、臺灣─香港、臺

灣─澳門） 
口頭發表論文─每篇計（2）點。 
壁報論文─每篇計（1）點。若會議論文與期刊論文為同一研究成

果，擇一計點。會議論文須檢附各研討會之審查證明，若無者，

不予計點。 
2.期刊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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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刊登於 SSCI，每篇計（10）點。 
（2）刊登於 SCI，每篇計（8）點。 
（3）刊登於 AHCI、EI、TSSCI 期刊論文，或曾經國科會年度評審為優

等國內學術期刊者，每篇計（4）點。 
（4）非刊登於 AHCI、SSCI、SCI、EI、TSSCI，但收錄於專業文獻索引

之國內外學術期刊，每篇計（3）點。 
（5）正修學報論文每篇計（2）點。 
（6）非屬上列之期刊論文每篇計（0.5）點。 
（7）申請時需檢附匿名審查證明，若無者，不予計點。 
3.學術專書 
（1）出版於具審查制度之國內外出版公司，每本計（2）點，單篇計（1

）點，每本最多採計 2 篇。 
（2）申請時須提出出版公司出具之審查證明，否則不予採計。 
（3）本項僅限單人著作者方予採計。 

（四）發明專利及技術移轉 
1.從事研究發明，取得本國發明專利或國際上同級專利者，每件計（5）點

；取得本國新型專利或國際上同級專利者，每件計（3）點；取得本國新

式樣或國際上同級專利者，每件計（2）點。 
2.完成技術移轉者，金額在新台幣壹拾萬元（含）及以下者，計（4）點，

每增加伍萬元加記（1）點。 
3.取得多國之同一發明或專利，擇一計點。 

（五）技術報告榮獲政府機關或全國性學（協）會獎勵者，每件計（3）點。 
（六）展演於全國性或國際性場所者，每場計（5）點，地區性場所者，每場計（

1）點。 
（七）共同研究成果之認定 

1.論文著作點數計算 
（1）二人合著一篇論文，排名首位者（或通訊作者）佔 70%，後者佔 30%

。 
（2）三人合著一篇論文，排名首位者（或通訊作者）佔 60%，排名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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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位者佔 20%，其餘合作者均分剩餘比例。 
2.產學計畫、發明專利、技術報告、展演之主持人、主演者佔 60%，其餘

合作者均分剩餘比例。 
（八）非工學院教師之各類計畫及期刊論文點數依各該項總申請點數乘以 1.5 倍計

算。 

三、服務成果獎：有關行政工作、輔導服務等方面有具體表現者，其點數計算如下： 
（一）實驗（習）室負責人或院所系（中心）任務編組委員會召集人或網頁負責

人，經院所系（中心）主管認定應予獎勵者，每滿一學年記（0.5）點。 
（二）院長、所長、系（中心）主任職務代理人，經院長、所長、系（中心）主

任認定應予獎勵者，每滿一學期記（0.5）點。 
（三）兼任二級主管或通識教育中心各召集人或行政非主管職務者，每滿一學年

記（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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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兼任一級主管者，每滿一學年記（2）點。 
（五）榮獲日間部特優導師者，每次記（1）點；績優導師者，每次記（0.5）點。

榮獲進修部及進修院校特優導師者，每次記（0.5）點；績優導師者，每次

記（0.25）點。 
（六）擔任心理輔導老師者，每滿一學年記（0.5）點。 
（七）全國性之講座、研討會、表演、展覽、競賽等活動之主辦者（Ａ級：2 人；

Ｂ級：1 人；Ｃ級：1 人），每次每人計（1）點，協辦者（Ａ級：2 人；Ｂ

級：2 人）每次每人計（0.5）點。 
（八）新申請外加產學專班之計畫（包括雙軌旗艦與產學攜手等計畫，由研究發

展處認定）獲通過者，計畫承辦人 1 人與系主任各記（4）點獎勵。該班註

冊率達到核定（30 人以上）之 85%以上並於第 1 學期結束休退人數少於 10%
時，則該班導師記（4）點。本點不受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限制，得單獨計

點，並由權責單位核定之。 

四、競賽成果獎：凡本人或指導並帶領學生參加學術性或非學術性競賽有具體表現者

，需檢附競賽辦法及得獎證明，點數計算如下： 

（一）教學或學術性：凡參加者，基本點數（0.5）點，獲獎則另計如下表： 

名次 Ａ級 Ｂ級 Ｃ級 

第一名 10 點 6 點 4 點 

第二名 6 點 4 點 3 點 

第三名 4 點 3 點 2 點 

第四名以後 3 點 2 點 1 點 

（二）非學術性： 

名次 A 級 B 級 C 級 

第一名 6 點 4 點 2 點 

第二名 4 點 2 點 1 點 

第三名 3 點 1 點 0.5 點 
（三）國際競賽由審查小組審核計點。 
（四）指導學生參加同一學術性（賽會）競賽項目，最高採計 3 件，並以 3 人（

含）以上之團體競賽為原則，低於 3 人參賽者或非學術性競賽僅得採計得

獎最高者 1 件。 
（五）本人參加論文發表、展演，獲主辦單位選拔為最佳論文、展演獎項者，計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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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省市以上政府機關協辦者；Ｃ級指非上述機關主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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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評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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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送審外審審查費實施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送審外審審查費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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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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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鼓勵教師積極研究，提昇師資素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本校專兼任教師。(含預聘專任新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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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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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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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教師資格送審之外審經費由送審教師自行負擔為原則。 

六、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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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改進教學實施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改進教學實施要點 

 

92.12.15；98.10.12；99.01.25；99.12.13；100.06.20；100.08.31；101.01.16；102.06.24 教評會通過 

92.12.18；98.11.16；99.01.29；100.1.26；100.07.28；100.09.13；101.02.20；102.06.27 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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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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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補助及獎勵內容如下：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遴選程序 補助金額 獎勵點數 考核 

國外競賽 1.材料費 

2. 教 師 機

票費 

3.報名費 

1.校長核定後

經 各 級 教

評會審議 

2.團體案件由

主 辦 單 位

簽 陳 校 長

核定，再經

學 校 教 評

會審議 

1.差旅費依「獎勵補助經費差旅

費支給要點」標準支給 

2.材料費總額個人最高 50,000

元，團體最高 100,000 元 

3.教師機票費、報名費合計總額

個人最高 50,000 元，團體最

高 100,000 元 

4.每學期每人最多核定團體及

個人各 1 次 

見本校教師

教學研究服

務獎勵辦法

規定 

競賽結束應作

心得發表（書

面、電子檔及

授權書）送人

事處 

國內競賽 1.材料費 

2. 教 師 差

旅費 

1.校長核定後

經 各 級 教

評會審議 

2.團體案件由

主 辦 單 位

簽 陳 校 長

核定，再經

學 校 教 評

會審議 

1.差旅費依「獎勵補助經費差旅

費支給要點」標準支給 

2.材料費、報名費合計總額個人

最高 15,000 元，團體最高

50,000 元 

3.每學期每人最多核定團體及

個人各 1 次 

見本校教師

教學研究服

務獎勵辦法

規定 

競賽結束應作

心得發表（書

面、電子檔及

授權書）送人

事處 

校外觀摩 1.手冊、教

材 等 之

製作費 

2.差旅費 

1.校長核定後

經 各 級 教

評會審議 

2.團體案件由

主 辦 單 位

簽 陳 校 長

1.差旅費依「獎勵補助經費差旅

費支給要點」標準支給 

2.其餘總額最高：個人─5,000

元；團體─10,000 元 

3.每學期每人（單位）最多核定

團體及個人各 1 次 

無 觀摩結束應作

心得發表（書

面、電子檔及

授權書）送人

事處及所屬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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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遴選程序 補助金額 獎勵點數 考核 

核定，再經

學 校 教 評

會審議 

證照取得 1. 報 名 費

（ 認 證

、測驗）

費 

2.差旅費 

1.須與任教科

目 或 系 所

（中心）發

展 方 向 相

關 

2.校長核定後

經 各 級 教

評會審議 

3.團體案件由

主 辦 單 位

簽 陳 校 長

核定，再經

學 校 教 評

會審議 

1.報名費（認證、測驗）費：各

級最高各 7,000 元。 

2.差旅費：僅補助國內。標準依

「獎勵補助經費差旅費支給

要點」辦理。 

3.每學期每人核定 1 件。 

見本校教師

教學研究服

務獎勵辦法

規定 

認證結束後繳

交證照證書影

本送人事處（

未獲通過者，

應繳交心得報

告書面、電子

檔及授權書各

1 份），並辦理

核銷。 

備 註 
1.儀器設備、圖書購置、行政雜支不得申請。 

2.獎勵點數之相關規定仍應依「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辦理。 

四、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勵補助款項下辦理，不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五、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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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實施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實施要點 
 

99.01.25；99.12.13；100.06.20；100.08.31；101.01.16；101.06.18 教評會通過 
99.01.29；100.01.26；100.07.28；100.09.13；101.02.20；101.07.30 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落實技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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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補助標準如下： 

補助項目 補 助 內 容 遴 選 程 序 補 助 金 額 獎勵點數 考 核 備 註

編纂教材 
投影片、手

冊等之材料

費及製作費 

1. 校長核定

後經各級

教評會審

議 
2. 團體案件

簽陳校長

核定，再經

學校教評

會審議 

1. 個 人 最 高

5,000 元；團

體 最 高

40,000 元 
2.每學期每人（

單位）最多核

定個人及團

體各 1 件 

見 本 校 教

師 教 學 研

究 服 務 獎

勵 辦 法 規

定 

應將所作之教

材或媒體作成

書面說明（附電

子檔）及授權書

送人事處 

1.儀器設備、圖書

購置、行政雜支

不得申請 

2.獎勵點數之相關

規定仍應依「教

師教學研究服

務獎勵辦法」辦

理 
3.翻譯教材不得申

請 
4.教材製作以補助

第一版為限，再

版不予補助 製作教具 
材料費及製

作費 

1. 校長核定

後經各級

教評會審

議 
2. 團體案件

簽陳校長

核定，再經

學校教評

會審議 

每人每年補助

個人及團體各 1
件，個人每件最

高 20,000 元；團

體 每 件 最 高

50,000 元。 

見 本 校 教

師 教 學 研

究 服 務 獎

勵 辦 法 規

定 

應將所作之教

具作成書面說

明（附電子檔）

及授權書送人

事處 

四、基本要求： 

（一）編纂教材： 

1.提供授課大綱、教學方式等。 

2.完整課程內容講義及投影片。 

3.學生作業題目。 

4.小考、期中及期末考試題目。 

（二）教具製作 

1.以課程內容需要研發教具。 

2.有輔助教學用途之說明。 

3.教具之影音資料、照片。 

五、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獎勵補助款項下辦理，不足部份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六、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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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職工進修研習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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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25；91.06.24；92.08.04；95.12.18；97.06.23；98.02.23；99.01.29；100.07.28；100.09.13；101.07.30 校務會議

通過 

一、本校為充實職工知能，培育人才，提升行政效率與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專任職工（不含約聘人員）、兼行政教師。 

三、進修種類含短期研習、全時進修暨公餘進修（均以國內為限），並依下列原則實施： 
（一）短期研習，含研討、研習、訓練、講習等（以學校薦派為原則）。 
（二）全時進修：本人上班時段內於國內立案專科以上學校進修者（得辦理留職停薪）。 
（三）公餘進修：本人上班時段外於國內立案專科以上學校進修者。 
（四）全時進修暨公餘進修者名額限制：以各一級單位總人數計算，每滿 10 人同意 1 人進

修，未滿 10 人者 1 人。 
（五）各項申請案須備齊相關資料，填寫請示單或經費申請表(書)，簽陳校長核定，經行政

會議審議後辦理核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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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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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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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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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讀本校學費補助要點」酌予補助外，其餘概不補助。專任職工就讀本校者之補助金額由教

育部獎勵補助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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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時間。 

六、公餘進修者於進修開始學期至畢業學年度止，得留支原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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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至畢業後是否改敘，仍須視缺額及升遷考試結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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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齊錄取通知單或註冊通知暨學生證、課表等至人事處辦理相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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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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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獎勵補助經費差旅費支給要點」，本項經費由教育部獎勵補助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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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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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勵補助經費差旅費支給要點」，本項經費由教育部獎勵補助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暨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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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六、正修科技大學行政人員本人及教職員工子女就讀本校學費補助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行政人員本人及教職員工子女就讀本校學費補助要點 

 

91.06.24 修訂 

100.7.11；100.09.05；101.05.03 行政會議 

95.12.18；100.07.28；100.09.13；101.07.30 校務會議 

 

一、為提升本校行政人員素質及教職員工福利，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行政人員包括：正式編制內之職員、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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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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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育部獎勵補助費項下支應。 

四、補助金額： 

研 究 所 大 學 部專 科 部備 註

不予補助 
每 學 期 學 費 

四 分 之 一 

每 學 期 學 費

二 分 之 一

已獲政府機關減免或補助者，視其減免

或補助金額及差額酌減，最高不得超過

左述補助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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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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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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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全部收回，嗣後不再補助，並予以處分。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暨校務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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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採購作業辦法 

89.10.2；91.9.16；94.9.6；98.2.23;99.9.6；101.9.17；102.7.30 校務會議通過 

98.3.25;99.9.27；101.9.28；102.10.7 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建立本校採購制度，依相關法令及本校需求，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請(採)購作業程序： 

一、請購作業 

（一）單項請購金額達新台幣 100 萬元者，須檢附呈核之簽呈。 

（二）各請購單位依據核定之預算及項目登入預算管理系統填寫「請購單」，於請

購單位主管簽章後，送總務處、會計處及請校長簽核。若請購之物品係同一

組（一批、一套），且含二項以上之品項，須檢附報價單或明細表，或於請

購單詳細列出細目。 

（三）單項物品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者，須先會貴重儀器中心後，轉送總務處、

會計處及請校長簽核。 

（四）化學藥品之請購，須先會總務處環境安全組。 

（五）採購組接到核准之「請購單」後，依請購金額按規定辦理採購。 

二、採購作業 

（一）採購金額未達新台幣 1 萬元者，免取具估價單，由請購單位自行向具有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執照之合法廠商比（議）價後逕行採購。 

（二）採購金額達新台幣 1 萬元以上者，由採購組會同請購單位合辦詢價經具持有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執照 3 家以上之殷實廠商比（議）價後，於「工程

及財物購買比價記錄表」記錄，送總務處、會計處及請校長核定採購。 

（三）採購之物品及機械儀器設備僅有獨家廠商經營（代理）或必須指定 1 家廠牌

或其他機構讓售時，以致無法招商或比價者，得依直接議價方式辦理，若係

指定 1 家廠(商)牌時，請購單位須敘明原因，須檢附相關資料如獨家發行、

代理或製造，並送總務處、會計處及請校長核定採購。 

（四）校內經費，採購金額達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上者，採公開招標或函寄標單邀請

3 家以上殷實業績良好之廠商報價，由主辦單位主持開標，並由會計處及相

關單位派員會同監標。 

（五）受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1.政府補助款之採購，其補助金額占採購金額半數以上(含)，且補助金額在

公告金額(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者，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理。 

2.依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規定，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

標及限制性招標;第 49 條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其金額逾公告金額十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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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除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外，仍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

報價或企劃書。 

3.依政府採購法第 19 條規定，除依第 20 條及第 22 條辦理者外，應辦理公

開招標。 

4.學校辦理招標時，依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金。 

5.學校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金，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規定於決標後無

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 

6.於辦理公告金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按照政

府採購法第 13 條規定應由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六）底價訂定作業： 

1.請購金額達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者，應訂定底價。 

2.請購金額未達新台幣 100 萬元者，由總務長核定底價。 

3.請購金額達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未達新台幣 1,000 萬元者，由校長或被

指定授權人員核定底價。 

4.請購金額達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者，應先經底價審議小組議決後，由校

長核定底價。底價審議小組組織成員應逐年簽報校長核定。 

5.但重複性採購，如未達公告金額，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行簽報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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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廠商不願減價或減價 1 次後仍超過底價時，由出席參加之全體廠商當場比

減價格，惟比減價格以 3 次為限，最後 1 次比減價格結果，仍超過底價時，

應當場宣佈廢標。 

（八）國外採購作業 

1.採購國外財物得委託台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財

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大專院校共建共享聯盟、貿易商或代理商等辦理。

有關外購案之免稅令申請事宜，悉依教育部頒佈「教育研究用品進口辦法」

辦理。 

2.採購國外財物，得以外幣議價成交後，申請辦理教育部免稅令之手續，免

稅令核准通知後辦理結匯手續，貨物進關後再行辦理報關驗收手續。 

3.採購國外財物，確因國內無供貨廠商，為教學研究需要，必須向國外廠商

直接購買，由請購單位於比(議)價記錄表敘明原因且檢附相關佐證資料，

經校長或其指定授權人員核准後，再依循採購程序辦理。  

三、簽約作業 

採購金額達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者，須簽訂合約書。合約書內容為主要要求品質

優良、保固期限、履約期限、履約保證及訂定延遲罰則，以確保本校權益，合

約經雙方同意蓋章後始生效。 

四、驗收作業 

採購核定後，通知廠商交貨或進行施工，請購單位依據成交報價單或合約內容

進行交貨，於財產管理系統內填具驗收資料、驗收結果，並列印出「財產(非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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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性物品)驗收單」及「增加單」，送採購組、保管組、會計處進行驗收，共同

使用老師應全部參加驗收簽章，送保管組，辦理保管登記手續。 

五、核銷及付款作業 

（一）經常門： 

經驗收合格後，由廠商開立發票或收據，經辦人將發票或收據粘貼於「粘貼憑證

用紙」上並註明用途及金額，再檢附核准之請採購作業資料，辦理核銷及付款

手續。 

（二）資本門： 

經驗收合格後，由廠商開立發票或收據，經辦人將發票或收據粘貼於「粘貼憑證

用紙」上並註明用途及金額，再檢附核准之請採購作業資料、驗收單及財產增

加單，辦理財產保管登記、核銷及付款手續。 

第三條 儀器設備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主管召集老師開會決定儀器設備項目、數量之購買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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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當然召集人）決定規格、功能、數量及預估價格。 

三、總務處依據各單位選用之規格及功能，依政府採購法或校內採購作業相關規定辦理

招標採購作業後，呈報校長核准，辦理簽約或通知交貨。 

第四條 大宗實習(驗)材料集中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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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作業程序層呈校長簽核。 

二、採購組依據核准之請(訂)購單分類影印後，分送每一同類 3 家以上之廠商。 

三、參加比價之廠商資格須具有合格之營業執照，對象不限，均可參加比價。實績欠佳

廠商應淘汰並另覓新廠商參加比價，儘量避免固定廠商有協商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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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人員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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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通知廠商得標品項及交貨期限，須於開學前全部交貨驗收完畢。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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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正修科技大學政府經費請採購作業流程 



附件-48 

 

附件十九、正修科技大學公開招標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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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正修科技大學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畫書作業流程 

前置作業

請購作業

公告作業

開標作業

採購/核銷作業

單一設備達新台幣500,000元以上-貴儀中心管理辦法作業流
程進行審核作業。

1.登入【會計預算管理系統】進行「請購單」填單作業。
2.請購單須先敬會相關單位，再擲交總務處採購組。

1.於請購單簽核後，請購單位承辦人員填寫「公開取得報
價單或企劃書申請表」及「招標規範」送總務處採購組
辦理公告作業。

2.採購組承辦人員於「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電子採購網」
刊登公告。

3.於投標期限截止後，確認是否流標? 若流標，則再次刊
登招標公告。

1.確認投標文件是否符合投標規定，若否，則視該投標廠
商為無效標，無法參與該次投標。

2.依資格、規格、價格之次序開標。
3.依據廠商所投資料填寫「比(議)價記錄表」。
4.採購金額達新台幣200,000元以上，簽立合約書。

程序同一般採購流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