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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預估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說明 

# 委員意見 本校回應說明 

1 

學 校 預 估 104 年 度 獎 勵 補 助 款

72,600,000 元，配置自籌款 14,520,000

元，比例約為 20%，遠高於教育部規

定之 10%下限比例，顯示學校對本計

畫經費之重視。 

感謝委員肯定。 

本校 104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

助經費」獲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共 6,689 萬 3,655

元，依規定需編列獎勵補助經費 1/10 以上額度為學

校配合款。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及學校整體經費與

提升教學研究相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編列配合款

1,340 萬 6,345 元(佔獎勵補助經費 20%)，期能有效

強化本校教學及師資結構、教學及研究設備，提升

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2 

計畫總經費預算 87,120,000 元，經常

門編列 26,136,000 元，能以「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為主，約占 64.80%；

其次為新聘教師薪資 21.04%。資本門

編列 60,984,000 元，預計支用 73.22%

於教學及研究儀器設備，並投入

14.10%於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

教學資源，能以教學研究設備優先規

劃。 

感謝委員肯定。 

本校「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經常門經費主要執行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資本門經費主要執行於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

提升教學研究相關軟硬體設施及資源。 

未來，將持續善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與本校各

項計畫，經費使用以「相輔相成，能使計畫成效達

到倍增效果」之規劃為主，以強化學校產學實務連

結，帶動實務教學，提升產學無縫接軌培育人才之

效益。 

3 

學校「稽核小組設置要點」第 2 點規

定：「小組置召集人 1 人」，學校所檢

附之 3 位兼任稽核人員名單，並未列

明召集人，是否已依學校規定辦理尚

待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 

本校稽核人員均依本校「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規定辦理，已修正附件 P.22，並於稽核人員名單中

註明召集人。 

4 

支用計畫書 pp.76~115【附表四】顯

示，104 年度個人電腦（含筆記型電腦）

採購金額達 14,026,400 元，約占資本

門 教 學 研 究 設 備 預 計 總 支 出

44,654,000 元之 31.41%；學校 102 及

103 年 度 電 腦 採 購 金 額 分 別 為

4,786,360 元、10,871,900 元。為使資

源作更有效之運用及凸顯資本門經費

使用特色，建議學校重新審視電腦設

備之採購政策及其購置之必要性，對

於電腦之更新宜有妥善規劃，並評估

原有設備是否確實不適用，以將有限

感謝委員指導。 

為使資源作更有效之運用及凸顯資本門經費

使用特色，本校已重新審視電腦設備之更新採購，

請各系所依可用度重新評量與檢討，除保留必要的

汰換，104 年度個人電腦（含筆記型電腦）採購金

額，已調整為 9,028,600 元。 

未來將更審慎評估與妥善規劃使資源做更有

效率的運用，各學院教學空間與設備將規畫以院為

單位，讓各系所可以相互使用專業教室與電腦教

室，提升教學空間使用率。此外，整合校內相關計

畫(如：獎補款經費、校務發展、校內儀器設備等)，

進行綜合性整體規劃，充分發揮硬體之功能，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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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 本校回應說明 

資源投入於核心用途，充分發揮硬體

之功能。 

步提升與改善校內教學空間與儀器設備。 

5 

學校 104~105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以校

訓及經營理念，展開 8 項發展策略，

再將 8 項策略推導成行動方案，敘述

堪稱深入，而且大部分行動已訂定量

化指標，惟仍建議適度佐以質化的思

考，如： 

(1) p.15 工作重點 1.1.3「推動業師協同

教學」除課程數、教師數等指標外，

或可就 PDCA 管理循環的角度，確保

業師教學品質，以及其授課內容與各

系所教學宗旨、課程開設目標的吻合

性。 

(2) p.27 工作重點 3.3.1、3.3.2 有關「營

建中心」及「電機中心」之預期質量

化成效內容，亦可補充表中所述之量

化指標倘落實化，預期對學校教學、

研究或服務所能產生的價值。 

(3) p.29 工作重點 3.6.3「辦理學生全面

校外實習」除強調 100%校外實習外，

如何落實實習課程原訂目標之質化思

考，亦宜適度呈現，以避免落入數字

成果的迷思。 

感謝委員指導。 

(1) 本校聘任具實務經驗之產業界專家進行教學，

產業界專家遴聘資格與辦法皆依據本校「產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辦理，授課教師與

產業界專家需透過本校「產業界專家教學線上

填報系統」，授課教師線上填寫業師簡歷、授課

大綱後，由各系主任與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審

查。各教學單位於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或

「鐘點演講」授課結束後，將授課教材與授課

內容等資料彙編成「成果報告書」。 

    未來，將持續依照本校教學品保機制與

PDCA 管理循環角度持續改善，並透過問卷調

查方式，定期了解業界教師授課情況，以確保

教學品質。 

(2) 本校「營建中心」與「電機中心」之量化指標

落實時，藉由中心與業界交流更加密切，能開

創教師產學合作契機、提升教師研發成果、增

加教師實務研習機會，亦能網羅業師協助本校

執行業師協同教學、千人業師等教學計畫，並

由業師共同指導學生進行專題製作，將研發成

果轉化為教材應用於相關課程。 

(3) 本校校外實習課程目標在於： 

1. 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2. 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及學生就業機會。 

3. 減少企業職前訓練成本，儲值就業人才。 

為有效追蹤實習課程學習成效，本校作法如下： 

 實習前：完整的職場準備輔導檔案如學生履

歷自傳及媒合面試成果報告。 

 實習中：教師定期輔導訪視紀錄，職場壓力

調適量表調查。 

 實習後：學生實習心得、學生實習滿意度調

查、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及未來留任原實習

單位調查。 

未來，亦將持續透過本校已建置之實習管理平台，

有效追蹤學習成效，平台網址：

http://internship.csu.edu.tw/Login_Semester.aspx  

6 
支用計畫書 p.45 有關經費分配程序，

敘及「專責規劃小組進行規劃…決議

感謝委員指正。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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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 本校回應說明 

分配原則、規劃項目、經費、各單位

分配額度…各需求單位根據專責規劃

小組之決議…」，惟經查「專責規劃小

組設置要點」第 3 點有關其職掌規定，

僅呈現「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審

核』各單位所提之需求…」，並無前述

之「決議分配原則」、「規劃項目」等

功能。另檢閱學校「提升師資素質獎

勵補助經常門經費使用辦法」，其陳述

內容不外乎教育部規範之分配比例；

學校如何依其校務發展計畫研議各處

室、學院之經費分配原則，並據以規

劃各年度資本門採購項目與金額，以

及經常門各重點項目預算與內容，亦

無法由 103.11.26 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得

知（會議中係就已分配完成之預估版

支用計畫書進行討論，並未「決議分

配原則」）。 

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並於職掌規定

之第三點第一款，新增列「經費分配原則、規劃支

用項目」說明。 

此外，關於資本門與經常門之分配原則，本校

說明如下： 

1. 資本門：係依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由各單位提出

需求，並依本校「年度儀器設備經費編列辦法」

及「儀器設備經費編列審查實施要點」進行審

查，儀器設備經費額度分為基本額度、績效額度

及專案額度，核定項目將依設備屬性規劃於本校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資本門項目。 

2. 經常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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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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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本校將修訂本校「提高師資素質獎勵補

助經常門經費使用辦法」，增列經費分配原則。 

7 

學校所提供之 103.11.26 專責小組會議

簽到單顯示，應出席人員 33 名、缺席

人員 10 名，缺席率將近 1/3（30.3%）。

建議再加強宣導重視專責小組會議之

職能，鼓勵委員積極參與，以充分表

達意見及發揮經費審議功能。 

感謝委員指導。 

日後本校召開規劃專責小組會議時間，會以學

校社團時間為主，儘量於會前先協調委員可出席時

段，避免委員上課時段，並加強宣導、鼓勵委員積

極參與，以充分表達意見及發揮經費審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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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 本校回應說明 

8 

經檢視學校所提供之「補助教師研究

實施要點」，建議可再作如下考量： 

(1) 第 3 點第(1)款第 1 目有關補助項

目，包含「業務費、資料檢索費…研

究設備費等」，其中之「研究設備費」

如係購置研究所需之儀器設備，依行

政院頒「財物標準分類」，該費用可能

屬於資本門，將其列於經常門「研究」

項下支應恐有不宜。 

(2) 第 3 點第(1)款第 3 目有關補助金

額，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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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B 類」所指為何，無法

瞭解；此外，該條文內容似有不確定

性，是否可能造成教師申請意願不

高，亦值得探討。 

感謝委員指導。 

(1) 除「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要點」，本校另訂有「正

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施行細

則」，當中第3點第(4)款中有明確定義「研究設

備費」，僅限於B類計畫之合作企業提供之配合

款者可列研究設備，未以獎勵補助款經常門「研

究」項下經費支應。 

(2) 此外，施行細則第2點，亦定義「B類」為：「鼓

勵教師積極申請實務型應用性研究計畫，促進

產學合作，提升產業技術創新及研發能力。」

並定有計畫核定原則： 

 根據各審查委員評分結果依排序法統計再排

序，並考慮各院通過率相等原則核定計畫案。 

 依當年度預算經費決定計畫通過件數。 

 計畫經費之核定，分理論性或不須要昂貴消

耗性材料之研究計畫者(上限新台幣6萬元

整)及需昂貴消耗性材料之研究計畫者(上限

新台幣10萬元整)兩種(不含合作企業出資)。 

 每一申請人當年度核定之計畫最多1件。 

9 

支用計畫書【附表四】優先序#A-27

項目名稱為「光譜管實驗」，似非儀器

設備品名，請確認是否為「光譜管實

驗器」或「光譜管實驗組」之誤植。 

感謝委員指正。 

已將原支用計畫書【附表四】優先序#A-27 項目，

修正為優先序#A-103-27「光譜管實驗組」。 

10 

學校各單位所需之電腦及其週邊相關

設備數量龐大，實際採購時若「無」

特殊規格或功能之考量，建議可依使

用需求統籌規劃，分等級進行統一採

購，以取得更優惠之價格條件及有利

後續維修工作之處理。 

感謝委員指導。 

相同規格之採購項目將由本校總務處集中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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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支用計畫書編列之部分儀器設備，其

規格說明有過於簡略之虞，恐不利於

後續採購作業之執行，如【附表四】

優先序#A-83「吐司切片機」之規格僅

填「含置放車」；#A-138「智慧型機器

人機構模組」之規格僅填「機器人控

制模組」…等。針對各採購項目宜詳

實敘明所需規格、功能、效益及特性

等，以為採購時之依據，進而確保實

際購置之設備符合使用單位需求。 

感謝委員指正。 

已補列採購規格，說明如下： 

1. 優先序#A-83「吐司切片機」(已修正優先序為

A-104-103)規格為「1. 尺寸：宽 470×深 720×

高 720mm 以上 2.电压:單相 3.含不鏽鋼置放

車」。 

2. 優先序#A-138「智慧型機器人機構模組」(已修

正優先序為 A-104-159)之規格為：「含伺服馬

達×15 個、連接器、機器人遙控器、HV-電池

-9N-800mAh、機器人各部位機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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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現況 

一、 學校現有資源 

（一） 組織架構 

本校組織目前包括行政單位 12 處、1 部、2 室及 1 中心，教學單位 3 學院 19

系(所)、3 學位學程及 2 中心。現有學制包括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大學部四技、四技進修部、四技在職專班、二技進修部、二技進修學院、專科

部二專進修學校。組織架構圖如下： 

1.行政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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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術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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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概況 

本校 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 394 人，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30 人，兼任教師 646 人，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347 人，佔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81.8%(詳如表 1)。具業界工

作實務經驗之專任師資共 288 人，具有專業證照之專任師資共 298 人(詳如表 2)，

師資素質及師資結構健全。 

表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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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36 124 74 10 404 

專任專業 

技術人員 
9 10 8 3 - 30 

小計 69 146 132 77 10 434 

兼任教師 10 28 120 488 - 646 

總計 79 174 252 565 10 1080 

備註：以 103 年度 10 月份技專校院基本資料庫數據為基準。 

表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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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101 95 49 288 

具專業證照 39 108 97 54 298 

總計 82 209 192 103 586 

備註：以 103 年度 10 月份技專校院基本資料庫數據為基準。 

本校為強化師資素質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研究服務

獎勵辦法」，獎勵專任教師投入創新教學及研究，執行成效卓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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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深化產學交流，強

化實務教學，獎勵教學績優教師，以確保教師教學效能。 

此外，制訂彈性薪資方案以延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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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延攬頂尖教學、研究之特殊優秀教

研人員，持續提升本校教學及研究成就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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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具學籍學生 19,046 人，含產學專班 1,000 人(詳如表 3)。大學

部日間四技學生數佔總學生人數約 54.67%，大學部進修學制學生數佔總學生人數

約 45.32%。 

表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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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56 101 9,196 - 6,939 15 - 1,528 18,046 

產學專班 - 84 - 816 19 65 - 16 - 1,000 

總計 11 340 101 10,012 19 7,004 15 16 1,528 19,046 

備註：依 103 年度 10 月份技專校院基本資料庫數據為基準。 

本校全校新生錄取/報到人數為 6,198 人，完成註冊共 5,708 人，註冊率為

92.0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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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招收日間部四技新生錄取人數為 2,429 人，註冊人數為

2,239 人，其中高中申請入學學生有 180 人、技優甄保入學學生 177 人、推薦甄

選入學學生 1,057 人、聯合登記分發入學學生 709 人、運動績優入學學生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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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另本校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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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人註冊人

數 43 人，考試入學錄取 75 人註冊人數 63 人，外籍學生 11 人，合計 117 人。(詳

如表 4)。 

表 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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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申請入學 180 18 - 11 209 

技優甄保 177 - - - 177 

推薦甄選 1,057 - 43 - 1,100 

聯合登記分發 709 - - - 709 

運動績優 99 - - - 99 

繁星計畫 17 - - - 17 

考試入學 - - 63 - 63 

保留學籍 3 - 1 - 4 

總計 2,239 18 106 11 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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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修部 

本校 103 學年度招收進修部四技新生錄取人數為 1,597 人，註冊人數為

1,515 人，依入學方式區分計有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生 1,370 人、運動績優 45 人、

應屆高中生 75 人、產學訓專班 23 人、退除役甄選 2 人。103 學年度招收進修

部二技新生(週一~週五班)部份，錄取人數 32 人、甄選入學註冊人數為 32 人，

進修部二技假日班新生錄取人數 484 人、甄選入學註冊人數為 484 人(詳如表

5)。 

表 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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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 - - 1,370 

甄選入學 - 32 484 516 

運動績優 45 - - 45 

應屆高中 75 - - 75 

產學訓專班 23 - - 23 

退除役甄選 2 - - 2 

總計 1,515 32 484 2,031 

3. 附設進修院校 

本校 103 學年度招收進修專校二專/二技新生錄取人數(含外加名額)為 843

人，註冊人數為 842 人，包含：甄選入學學生 494 人、考試入學學生 345 人、

退輔會學生 3 人。招收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新生錄取人數為 51 人，註冊人數

為 47 人(詳如表 6)。 

表 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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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在職班 合計 

甄選入學 494 3  497 

考試入學 345  47 392 

總計 839 3 47 889 

4. 產學專班 

本校 103 學年度招收日間部四技雙軌及產學攜手專班、產碩專班，核定人

數 634 註冊人數為 443 人，其中包含：四技僑生產學 52 人、四技雙軌 197 人、

四技產學攜手 162 人、產碩專班 32 人(詳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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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3 學年度產學專班新生入學方式與註冊人數 

註冊人數 

入學方式 

四技 

僑生產學 

四技 

雙軌新生 

四技 

產攜新生 
產碩專班 合計 

考試入學 52 197 162 32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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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大樓、體育室、幼兒園、電子工程館、土木工程館、

妝彩系(化學工程)館、學生活動中心、工業工程與管理館、人文大樓、機械工

程館、機械實習工廠、圖書科技大樓、電機工程館、南校區教學大樓、管理學

院大樓、正修宿舍、幼兒保育館、生活創意大樓等 18 棟建築物，並為發展典

範科技大學正進行「產學共榮園區」基礎工程及設施中(於 105 年度前陸續完

成)。 

全校現有 93 間普通教室、108 間專業教室、41 間教學專用電腦教室與 41

間視聽教室。設備包含：5,949 部電腦及相關週邊設備、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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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環境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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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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bps/20Gbps。全校共有 136

個 classC 網段，IP 位址配置充裕，

各系所至少配置 1 個以上 cla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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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802.11a/b/g/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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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BladeServer、3850M2 等企業級伺服器，

為網路教學相關服務提供高效率運算平台，並搭配 NetApp3200、IBMDS4200、

DS3200等專業大型網路磁碟儲存系統，以容納教師影音教材及學生學習資料，

提 供 充 裕 與 安 全 的 儲 存 環 境 。 此 外 ， 導 入 綠 色 機 房 概 念 ， 運 用

CiscoUCSBladeServer 與 VMware，提高運算效能、增加運轉時間及簡化程序佈

署，亦有效減少機房主機消耗的能源，確實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另外，

本校導入 GoogleApps 雲端整合應用服務，將硬體資源做最有效益的應用，善

用資訊科技以提升教學效率及學生學習成效，其中包含了電子郵件信箱(Gmail)、

線上行事曆(GoogleCalendar)及 Google 雲端硬碟(Googledrive)，可帶給同學更

多且即時與便捷的網路服務。 

校務行政系統建立單一資訊服務窗口「正修訊息網」以整合資訊服務，包

含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及人事等各式系統。支援師生與相關單位取得即時

校務資訊，以提昇學習、教學與行政服務效能為目標，並對不同使用者提供各

式個人化資訊服務。針對主管提供「系科評鑑系統」、「在校生狀態統計服務」、

「空間資源資訊服務」及「校務執行成果管考評核系統」；針對教師提供「線

上點名」、「線上成績管理」、「租賃訪視填報」、「學籍系統」及「在校生背景統

計服務」；配合職工同仁提供「差勤系統」、「大表填報系統」及「車位管理系

統」；針對學生提供「預警系統」、「線上請假服務」、「教務線上請辦服務」、「自

助成績單列印服務」、「服務與學習服務」、「GPS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網」及「實

習管理系統」等系統。 

本校亦建置 WEB-Based 多階層式架構的行動學習平台(iLMS)，101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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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啟用上線服務，與學校正修訊息網帳號完全整合。提供豐富多元的數位

教材管理機制與數位學習活動、課程與班級經營、學習評量、作業管理、線上

同步影音服務等多種機能。內建用戶認證管理與學習群組分類機制，用戶管理

嚴格，師生之間的歸屬屬性明確，有助於學習活動之推展。充分利用網際網路

與最新資料串流技術，實現多元化數位教學環境並提高有限頻寬之使用效益。

建立多重完善訊息溝通網，大幅增進學習活動之師生互動，有利學習進行。 

3. 圖書資訊空間設備 

本校圖書資訊處分佈在校園內的二棟大樓，分別為圖科大樓的 A 館(圖書

館)，主要為負責全校圖書相關業務，與人文大樓的 B 館(計算機中心)，主要負

責全校電腦、資訊相關業務。圖書館包括地下一層、地上四層，面積共 11,000

平方公尺，計算機中心面積共 2,165 平方公尺，圖書資訊處空間設備統計如下

表(表 8、表 9)：。 

表 8、圖書資訊處 A 館(圖書館)空間設備統計(統計日：103 年 10 月 15 日) 

名稱 設備 座位數 間數 

自修室 閱覽桌椅 156 1 間 

討論室 桌椅、電腦 77 1 間 

小組討論室 桌椅、電腦 8 2 間 

電腦自學室 電腦 60 台 60 1 間 

多功能閱覽室 32 吋液晶電視 2 台 20 1 間 

團體視聽室 32 吋液晶電視 1 台 20 1 間 

圖書館大廰 80 吋液晶電視 1 台、42 吋導覽機 1 台  - 

靜思坊 電腦 3 台 14 1 間 

資訊共享中心  iPadAir6 台、22 吋電視 50 台、DVD 播放器 50 台 50 1 間 

小團體視聽室 32 吋液晶電視 3 台、DVD 播放器 3 台 8 3 間 

資料檢索區 
電腦 13 台、掃瞄器 1 台 

自助式收費印表機系統 2 台 
13 - 

視聽室 數位講桌 1 台、單槍投影機 1 台 120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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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圖書資訊處 B 館(計算機中心)設備統計(統計日：103 年 10 月 15 日) 

名稱 設備 間數 

自學中心 

11-0403 
電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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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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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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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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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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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充分利用經費

擴充各學科領域館藏之主題範圍與內容深度，豐富教學研究資源，以達提升館藏「質」

與「量」之目標。本館圖書與非書資料儘可能提高專業資源、數位化與多媒體資源

之比重，以健全圖書館支援各項教學資源，圖書館截至 103 年 10 月 15 日館藏圖書

資料總計 34 萬餘冊/件(詳如表 10)。提供師生良好的學習環境，以及支援教師教學

與研究，讓圖書館實際發揮教育之功能，滿足教師與學生的需求，達到圖書館支援

教學研究與學習的教育任務，圖書館借閱服務歷年統計 (詳如表 11)。 

表 10、學校圖書館資料分布情形 

學年度 

圖書收藏 非書資料 現期書報 

中文 

圖書(冊) 

外文 

圖書(冊) 

電子資料 微縮

影片 

(片/

捲) 

視聽資料 

(件) 

其

他 

報

紙 

(種) 

期

刊 

(種) 

期刊 

合訂本

(冊) 

光碟及線

上資料庫

(種) 

電子書 

(冊) 

98 213,332 51,810 12,056 4,874 0 21,298 0 13 814 10,680 

99 217,976 53,447 7,211 4,929 0 21,322 0 13 690 10,680 

100 221,696 54,098 7,213 5,229 0 19,595 0 13 747 10,680 

101 226,639 54,424 7,599 5,548 0 20,136 0 13 804 10,680 

102 234,596 55,638 8,117 16,467 0 20,693 0 11 798 10,680 

103(上) 236,596 55,838 8,117 20,000 0 20,793 0 11 798 10,680 

註：依 103 年度 10 月份技專校院基本資料庫數據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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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圖書館借閱服務 

學年度 圖書借閱總人次 圖書借閱總冊數 全年線上及光碟資料庫檢索人次 

98 53,084 129,284 78,124 

99 43,184 103,351 69,391 

100 46,486 104,096 84,735 

101 40,707 91,853 107,752 

102 33,326 75,104 103,857 

103(上) 3,946 10,097 6,689 

註： 

1. 依 103 年度 10 月份技專校院基本資料庫數據為基準。 

2. 圖書借閱含視聽資料及其他館藏；線上及光碟資料庫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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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整體發展方向及執行重點特色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共分為：「學校整體發展計畫」與「系所專業發展計畫」與「績

效管考機制」等 3 項目。 

「學校整體發展計畫」係基於「止於至善」之

校訓以及「務實創新、追求卓越」之理念，擬定八

項發展策略，每一項發展策略由行政單位負責推動

執行，各處室依發展策略訂定行動方案，並依行動

方案列出年度重點工作。以達「教學卓越、產學典

範、永續發展」之目標。八項發展策略如下： 

一、確保教學品質，永續卓越教學 

二、完善輔導網絡，領航職涯發展 

三、增廣產學合作，提升研發創新 

四、強化國際交流，拓展國際視野 

五、精進通識知能，落實全人教育 

六、建構優質環境，提升藝文素養 

七、提升組織效能，完善資源規劃 

八、形塑學校形象，建立優質品牌 

「系所專業發展計畫」部份則由各系參酌8大校發展策略，自行訂定發展方向、行

動方案與年度重點工作。「績效管考機制」部份，為有效達成校務發展計畫管制與考核

目標，由計畫管理處統籌，依照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依各單位年度目標與預期質

量化成效，進行管考，透過自我評鑑方式建立自我診斷機制，持續追蹤、改善，確保

計畫執行品質，以確保計畫執行成果符合學校發展願景及預期效益以及經費合理運用，

達成計畫之效益，計畫管考結果，亦將作為本校各項政策調整、預算編列及後續計畫

擬定之依據。104-105年度預期校務發展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一、確保教學品質，永續卓越教學，推動業師協同教學課程每年 225 門以上。 

二、完善輔導網絡，追蹤學生畢業後 1、3、5 年之就業情況，預計畢業後一年完成

率約 90%、畢業後三年完成率 80%、畢業後五年完成率 75%。 

三、增廣產學合作，每年產學合作金額達 3 億元以上、專利申請 30 件以上、技轉案

件達成 25 件以上，技轉金 1200 萬元以上。 

四、強化國際交流，辦理海外見習課程，每年選送 60 人次以上學生出國見習。 

五、精進通識知能，每年邀請 30 位通識大師蒞校演講，以開拓學生宏觀視野。 

六、建構優質環境，充實圖書館藏資源，預計館藏總借閱量可成長 3%。 

七、提升組織效能，積極提升本校實務經驗教師比例至 70%以上。 

八、形塑學校形象，每年安排高中職生與平面媒體到校參訪與辦理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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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整體發展策略辦理單位一覽表 

整體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辦理單位） 

發展策略 一、確保教學品質，永續卓越教學（教務處） 

行動方案 
精進 

特色 

1.1 增進實務課程發展 

1.2 強化學生學習成效 

1.3 協助教師教學成長 

1.4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 

基礎 

面向 

1.5 加強學籍成績管理 

1.6 提供師生教學服務 

1.7 妥善增調系所規劃 

1.8 辦理招生考試業務 

發展策略 二、完善輔導網絡，領航職涯發展（學生事務處） 

行動方案 
精進 

特色 

2.1 推動多元品德教育 

2.2 提供專業諮商服務 

2.3 營造安全友善校園 

2.4 強化就業輔導機制 

基礎 

面向 

2.5 落實衛生健康教育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 

2.7 傳承校友經驗分享 

2.8 協助學生無憂就學與快樂學習 

發展策略 三、增廣產學合作，提升研發創新（研究發展處） 

行動方案 
精進 

特色 

3.1 推動產學合作增能 

3.2 強化推廣教育成效 

3.3 精進產學研發中心 

基礎 

面向 

3.4 強化師生實務研發 

3.5 落實實務技能導向 

3.6 強化校外實習成效 

發展策略 四、強化國際交流，拓展國際視野（國際事務處） 

行動方案 
精進 

特色 

4.1 鼓勵參與海外研習 

4.2 聘請國際訪問教授 

4.3 延攬外籍學生就讀 

基礎 

面向 

4.4 推動國際校園環境 

4.5 推動學術交流合作 

發展策略 五、精進通識知能，落實全人教育（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體育室） 

行動方案 
精進 

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基礎 

面向 

5.3 促進體育知能發展 

5.4 培育中等教育師資 

發展策略 六、建構優質環境，提升藝文素養（藝文處、圖書資訊處、總務處） 

行動方案 
精進 

特色 

6.1 科技導入藝術保存 

6.2 建置創新資訊服務 

6.3 創新校園空間建置 

基礎 

面向 

6.4 提升藝術文化素養 

6.5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 

6.6 優化教學學習環境 

發展策略 七、提升組織效能，完善資源規劃（人事處、會計處） 

行動方案 
精進 

特色 
7.1 提升行政組織效益 

基礎 

面向 
7.2 建全學校財務規劃 

發展策略 八、形塑學校形象，建立優質品牌（秘書處、招生組） 

行動方案 
精進 

特色 

8.1 辦理學校績效宣導 

8.2 建立良好公共關係 

基礎 

面向 

8.3 推廣學校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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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4 年度校務發展重點 

（一） 整體發展重點 

1. 確保教學品質，永續卓越教學（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3） 

本校本著積極、服務與創新之理念，依據學校特色發展及定位、國家社會

產業發展及系科本位課程發展機制，規劃「務實致用」與「學用合一」之實務

性課程，建立提升教學品質機制，並以行政支援提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建置

學生為主體的學習環境，內化學校永續運作實施機制。本處下設註冊及課務組、

招生組、教學發展中心及語言學習中心，主要業務為註冊、學籍、課務、成績、

各項招生事務與宣導、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推動學習輔導機制、強化學生學習

成效、整合教學相關資源、提供師生教學服務等。 

本校連續 9 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已強化教師教學認知，進而

逐漸重視學生學習成效，無縫接軌職場就業，帶動國家產業發展。因此，未來

將透過「加強學籍成績管理」、「增進實務課程發展」、「強化學生學習成效」、

「協助教師教學成長」、「提供師生教學服務」、「妥善增調系所規劃」、「辦

理招生考試業務」、「提升學生外語能力」等 8 個行動方案，實施內容包括：

課程再造機制，重視業界提出人才需求技能；與高中職策略聯盟辦理招生業務；

學籍管理及註冊手續，應用現代資訊科技管理，朝向單一窗口作業系統；持續

辦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擴展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強化教學回饋機制、推

動教學助理制度；深耕創意於各教學活動及學習活動；課後輔導消弭基本學科

及各系專業學科之學習落差；協助教學評量不佳教師改善教學；協助學生精進

通識英語文教學等工作重點。 

104-105 年度預期目標與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加強並更新教務行政電腦系統，以提高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 

 增進實務課程，推動業師協同教學課程每年 225 門以上。 

 協助學生專業與共同學科之基礎學習能力，每年度教學助理人數達 800 人次

以上。 

 推動學習成效檢核機制，持續檢討改進以確保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結合高中職各職類生源分析，調整本校相對應之專業系科。 

 學生外語能力畢業門檻通過率（或達到本校認可之外語能力指標水準）達 8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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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輔導網絡，領航職涯發展（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18） 

本校學務工作以「快樂生活與學習為主，關懷生命與價值為輔」，並積極

落實教育部「高等教育學生事務工作發展四大願景」：(1)建構核心價值與特色

校園文化。(2)營造溫馨友善之校園環境，促進學生適性揚才與實現自我。(3)培

養具良好品格的社會公民。(4)提升學務與輔導工作之專業化、e 化及績效。為

謹遵本校「止於至善」之校訓，本處積極整合學校資源，實施「品德教育、學

生自治、生涯規劃和校園安全」等工作，以落實全方位服務學生之功能，本處

下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組、學生輔導中心和校友及職涯發展

中心，以發揮學務工作之效能，並培養學生之健全身心與學習熱誠，落實學生

之全人教育，營造身心和諧的友善校園。 

本校秉持著「營造自律、安全、優質的友善校園」和「落實多元、樂觀、

進取的全人教育」的學務工作創新理念，未來將透過「推動多元品德教育」、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提供專業諮商服務」、「營造安全友善校園」、「落

實衛生健康教育」、「強化就業輔導機制」和「傳承校友經驗分享」等 7 個行

動方案，實施包括：深耕品德教育、強化服務學習及勞作教育課程、落實三級

預防、GPS 生涯定向、增進教師輔導知能、建構安全網路機制、辦理健康促進

工作、就業媒合職涯啟航、校友動態暨滿意度調查。 

104-105 年度預期目標與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結合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多元納入正式課程，發展品德教育課程內涵。 

 結合教務處開設四技一年級新生必修二學分服務學習課程，每年度計 4,800 人次修

課。 

 推派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參與教育部及各大學舉辦之公共事務研習與活動。 

 串接「正修 GPS 學習歷程檔案網」及「UCAN 就業職能平台」，協助學生探

索自我規劃生涯藍圖。 

 藉由「正修人情緒關懷量表」檢視本校學生的心理狀態，篩選出高關懷群，

進而早期介入以提供處遇，減少校園憂鬱自傷事件之發生。 

 每年辦理就業博覽會，預計約 100 間廠商參與，提供約 3,000 個職缺。 

 追蹤學生畢業後 1、3、5 年之就業情況，預計畢業後一年完成率約 90%、畢

業後三年完成率 80%、畢業後五年完成率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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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廣產學合作，提升研發創新（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24） 

本校強調研究在大學中之重要性，並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與科技發展，加強

產學交流與技術合作，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及「科技整合」之使命，提供

學校與業界進行產學合作之橋樑，積極致力於培養學生實務能力，強化教師實

務研發，推動實務整合課程，整合產學合作資訊之「培育實務研發技能」技職

教育目標。本校研究發展處下設產學營運中心、新創及技轉中心、技能發展中

心、推廣教育中心、校外實習中心，各中心均有其主要工作任務，工作上互相

配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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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研發處成立之後，各項績

效卓著，近五年內四度榮獲技職體系「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績優校

院第一名，84 至 103 年 10 度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101

年榮獲教育部「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金額」、「開創智財收入」績優校院。 

本校為進一步增廣產學合作，提升研發創新，另設置產學研發總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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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執行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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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10 大產學研發中心相互協助，執行相關委託測試、服務、檢

測及其他產學合作案，且互相配合，積極支援各單位辦理業務，藉以提升本校

產學合作質量及研發創新水準。 

104-105 年度預期目標與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每年產學合作金額達 3 億元以上。 

 每年技轉金 1200 萬元以上，技轉案件達成 25 件以上，專利申請 30 件以上。 

 每年開設資訊及專業能力證照輔導班 33 班，輔導學生取得相關證照 1000 人

次以上。 

 每年國際競賽獲得 60 面獎牌，國內競賽獲獎數 150 件以上。 

 推動全面實習，105 年應屆畢業生畢業前 100%修習校外實習。 

 每年申辦產業學院人才培育學分學程至少 5 案。 

 每年申辦雙軌旗艦訓練及產學攜手等產學專班 6 班以上。 

 每年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中長期服務，辦理半年與一年之教師深耕服務至

少 10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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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化國際交流，拓展國際視野（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30） 

本校配合全球化發展趨勢，整合全校性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事務，並落實國

際文化與學術交流之教育目標，以作為國際高等教育之橋樑，有效推動本校國

際化，促進國際交流。本校國際事務處設有學術交流組、發展策劃組、外籍生

輔導組及境外事務組，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提升本校學術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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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處秉持著 以「進口替代」的概念帶領外籍學者進入本校、認識本校，進

而衍生學術交流及簽署姊妹校的合作機會；「出口擴張」的理念鼓勵及補助教

師出席參加國外各類型會議，包括出國進修、客座及研習課程等；以「一步一

腳印」的方式，遵循教育部技職司對於各類國際合作計畫的執行，以及積極主

辦教育部出國互結聯盟會議，從接洽、聯繫、規劃及實際參訪過程，讓本校有

機會直接與當地知名學府進行接觸、訪談，拓展國際關係；期望「共享國際資

源」，利用系所間的合作共享國際資源，藉由各專業領域的外籍學者來到本校、

認識本校，進而提升本校知名度，共同努力創造國際知名度。 

104-105 年度預期目標與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建置學校國際化校園環境，健全雙語諮詢及服務窗口，本校以營造「無所不

在」英語環境、將外語環境輕鬆融入於校園之中。 

 推動與亞太地區、歐美和海峽兩岸等國家知名學府締結姊妹校，每年達 10 間

合作機構與學校，增進本校國際知名度，進而增加師生之國際交流及跨國產

學合作機會。 

 鼓勵教師申請專業課程英語授課，每學期申請達 15 人次以上，將不同專業領

域的國際訊息及動態資訊引入校園。 

  每年辦理海外見習課程，分別前往日本、泰國、菲律賓等地，每年選送 60

人次以上學生出國見習並進行交流；提供研究生出國發表論文之獎學金，與

姊妹校進行 workshop，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國際競賽活動及國際發明展，由鼓

勵出國的方式，無形中替本校灑出許多提升國際知名度的種子。 

 在專業領域聘請訪問教授每年達 10 人次，進行專題演說及短期授課約 20 場

次，瞭解國際學術的最新發展，也增加學生與外籍老師的互動機會。 

 積極招收境外生每年達 20 人次新生申請，並歡迎國際交換學生來校研習交流

每學期達 50 人次，增加校內學生與國際學生的接觸，期望從多元機制下讓本

校學生踏入國際社會與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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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進通識知能，落實全人教育（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33） 

本校係一所技職體系之大學，不僅須加強學生的專業實務素養，更須培育具宏

觀視野與博雅學養的技職菁英，因此，本校除師生的專業知識外，期能兼顧師生的

人文素養，培育具備職業道德、文化素養及終身學習能力之「科技與人文」並重的

人才。 

通識教育中心主要為規劃通識基礎課程以扎根學生基礎學習，並開設通識博雅

課程引領學生博雅學習，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的實施，以增進學

生通識知能並厚植軟實力，進而強化職場的競爭優勢。師資培育中心則協助本校學

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中等學校教師資格。此外，本校亦設置體育室，其

主要工作包含：適當規劃體育課程並應用於教學實務、提供師生完善之運動環境、

培養學生良好的運動習慣與興趣與提升本校體育教學活動之風氣。近年本校運動選

手在台灣各項體育賽事卓越表現，甚至於世界體壇發光發熱(許淑淨 2012 倫敦奧運

舉重銀牌)，展現參與國際體壇的企圖心及提升本校能見度的實力。 

104-105 年度將透過「扎根學生基礎學習」、「引領學生博雅學習」、「促進

體育知能發展」與「培育中等教育師資」等 4 項行動方案，以達精進通識知能，落

實全人教育之目標。 

104-105 年度預期目標與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推動通識基礎學科補救教學機制，每年度補救教學輔導學生達 1000 人次以上。 

 推動全民中檢證照輔導班，每年開設輔導班 4 班，輔導 160 位同學取得中高級以

上證照。 

 開設具知識承載度之通識博雅講座課程，每年邀請 30 位通識大師蒞校演講，以

開拓學生宏觀視野。 

 提升規律運動習慣學生人口比例 70%以上，並逐年成長。 

 提升學生體適能合格率至 70%以上。 

 應屆畢業師資生的教檢及格率達 75%以上。 

 師資生每 30 人 1 班，每學年均有 4 位生涯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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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構優質環境，提升藝文素養（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37） 

本校積極建設優質及人文素養之學習環境，在硬體與軟體環境上各發展多項特

色之建設。本校藝文處主要為推動藝文教育，促使濃郁的校園藝文風氣成為學校發

展特色之一。藝文處曾榮獲教育部推展社會教育有功獎、南部七縣市社教有功團體

獎，於 2013 年榮獲第三屆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績優產業創新學術獎，無疑是讓

在藝術推廣教育這塊領域努力的我們注入一劑強心針。未來將持續以培育藝術人才，

推廣藝術發展能量為目的，讓藝術從校園中扎根，未來希冀將這股風氣向外延伸如

同心圓般擴展出去，進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提升台灣文化藝術的競爭力及價值創

造。 

本校圖書資訊處的業務主要在蒐集及管理資訊，以豐富之館藏、完善之設備及

專業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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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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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來將透過「充實圖書館藏資源」及「建

置創新資訊服務」2 個行動方案，實施包含提供行動化圖書資源、加強推廣服務、

提升圖書館閱讀空間及設施品質、以行動化「正修訊息網」整合各項校園資訊服務、

建構雲端伺服器與高速網路環境、推廣與活化創新教師教材等工作重點。總務處則

因應學校發展趨勢及各項軟硬體需求，提供教學與行政單位之資訊化服務及支援，

冀由教學、研究、體育、活動及無障礙環境等空間之改善與增置，加強環境保護及

安全工作，規劃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及電力監控系統並賡續推動綠色產品之採購，

營造綠色場域之友善校園，以提供師生永續學習與研究之優質空間及環境。 

104-105 年度預期目標與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深入文化認知，開展人文視野，辦理「文化藝術融入通識教學實施計畫」、藝術

季系列活動、各項藝文競賽類活動並定期發送藝訊電子報、建構數位美術館等，

以提升教師藝文知能與涵養學生藝文成長。 

 推動文化藝術資產之修復工作，分析建立相關文物資料及履歷，建立「藝術典藏

管理銀行」相關制度及保存觀念之推廣。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建立數位圖書館，預計館藏總借閱量可成長 3%，各項數位

資源增加 5%使用率。 

 建置創新行動與雲端系統資訊服務，預計提升各項使用率成長 10%。 

 優化教學學習環境，預計完成建置 1 間約 300 人之多功能研討室、2 處無障礙廁

所、山林運動休閒步道及相關設施並改善 4 處校舍樓梯，提供師生更完善之研究

討論空間、無障礙環境及運動休閒之場所。 

 創新校園空間建置，預計完成產學共榮園區大樓新建校舍第 1、2 期工程，並於

電機系館及機械系館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提供校園使用，並完成設置校園電力監

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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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升組織效能，完善資源規劃（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42） 

近年來教育環境變遷（少子女化、教育市場化、師資多元化），及教育經費減

縮的情況下，學校要能擁有最大化效能及競爭力，勢必要有最佳化的人力資源管理。

誠如 Smith（2001）指出：成功的組織一定有成功的人力資源管理，擁有最佳化的

人力資源管理，就是建立高效能學校的最佳途徑，才能發揮學校潛力，以因應外在

環境變遷需求。張明輝（2001）認為新世紀的學校經營應具備人力資源管理的理念，

因此，對於學校教師的聘任、專業成長、績效評估及維護等項目，採取前瞻性及策

略性的規劃，才能發揮學校人力資源管理的功能，進一步提升整體學校效能，以因

應接踵而來的挑戰。 

本校配合學校整體發展，有效規劃人力資源分配與運用，且為學校與教職員工

間溝通之橋樑，積極建立人性化之管理制度，適時減少行政同仁之倦怠及枯燥感，

維持相當之服務品質，以提升組織運作效能，強化人員專業素養，營造一個具高效

率、高和諧及高品質之工作環境。 

本校則秉持穩健規劃財務之理念，遵循教育及會計相關法規（如：私立學校法

第五十二條、教育部發布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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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校內部

控制制度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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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健全校務發展整體目標。 

104-105 年度預期目標與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教師升等人數逐年成長，改善學校整體師資結構。優先新聘具實務經驗教師，積

極提升本校實務經驗教師比例至 70%以上。 

 推動人事資料電子化，逐年落實無紙化作業，簡化行政流程，有助資料保存，降

低資源浪費，減少空間使用。 

 每年發予彈性薪資教師 12 人，分別支給每月 1、2、3 萬元，總經費約 264 萬元。 

 104 年度預計辦理優退教師 1 人，優退金發放約 100 萬元；105 年度預計辦理 2

人，發放約 200 萬元。 

 妥適規劃財務，增闢多元財源，充分運用有限資源，追蹤經費使用績效。 

 健全會計制度及帳務處理，按時編製會計報告，提供財務公開資訊。 

 加強會計資訊系統與單位間相關資訊系統整合，提升自動化作業效率及管理效

能。 

 持續精進會計專業職能，強化內部審核作業，加強經費報銷作業宣導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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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形塑學校形象，建立優質品牌（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45） 

本校創校近五十年，校友逾十萬人，在社會各界普獲肯定，一直有良好形象，

是優質品牌。為持續形塑良好形象及優質品牌，全校師生勠力以赴，顯現亮眼的辦

學績效；舉凡教育部綜合評鑑、教學卓越獎勵、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績效

等，都名列前茅。 

以評鑑為例，94 年第一次科技大學評鑑，本校剛改制 2 年，獲得一等的比例，

在私立學校中排名第 4，超越 6 所較早改名的科技大學；99 年第 2 次評鑑，在私立

學校中排名第 3，甚至超越 4 所國立科技大學；並且獲得自辦評鑑的資格。102 年

工學院各系參加 IEET 認證，在 7 個系中，多達 4 個系通過最高的 6 年。教育部獎

勵教學卓越計畫，本校自 95-103 年度連續 9 年獲得獎助，經費補助合計 4 億 2,640

萬元；102-105 年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12 所科技大學之一；84-103

年 10 度獲得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此外，師資培育中心

評鑑一等、大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一等、大專院校「全民國防教育暨校園安全訪視」

一等。另有教育部友善校園績優學校、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勞委會「友善職場」認

證典範單位、經濟部「績優產業創新學術獎」。國際競賽成果亦頗輝煌，包括各國

際發明展，100-102 年共獲得逾 150 面獎牌，另有 2012 德國奧林匹克國際廚藝賽金

牌李建生，以及倫敦奧運舉重銀牌許淑淨；如此亮眼績效，對於形塑學校形象，建

立優質品牌，都有莫大助益。 

為宣傳優異的辦學績效，行銷優質品牌，轉化為招生的正面效益，以期永續經

營，本期發展計畫透過「推廣學校品牌形象」、「辦理學校績效宣導」、「建立良

好公共關係」等 3 個行動方案，實施包括：編印學校簡介辦學績效文宣，廣為宣傳；

利用電子、平面、網路等多元媒體製作行銷廣告；辦理及參與高中職之慶典、參訪、

競賽、輔導等各項交流活動；辦理及參與產官學之各項組織活動；辦理公益活動等

工作重點。 

104-105 年度預期目標與關鍵質量化成效如下： 

 高中職生蒞校參訪每年 4,000 人以上及參與高中職校升學博覽會，每年 40 場次

以上。 

 平面媒體到校採訪報導學校各項活動、辦學成果，每年 250 則；電子媒體、廣播

電台採訪播出 3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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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所專業發展重點 

1. 工學院（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47） 

本院於 92 年成立，組織架構涵蓋 7 系、6 所，分別為土木與工程資訊系/營建研

究所、電子工程系/所、機械工程系/機電工程研究所、電機工程系/所、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所、資訊工程系/所、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在 102 學年度工學院共有 173 位老

師，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80.3%；班級數約 135 班，學生約 6560 人。在本校整體教育

目標「培養具人文與科技宏觀視野之優質學生」之架構下，本院持續推動工程科技

之發展及創新，在各系多年努力下，配合時代潮流，積極成立各領域之研究中心，

協助各產業新技術研發及提升教學品質方面不遺餘力。本院之教育目標：(一)追求

工程實務新知與知識能力。(二)工程科技整合運用。(三)提升人文內涵及創思力，擴

大視野、擴大產官學合作。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教學卓越，著重實務。 

【基礎面向】2.科技整合，產學典範。 

【精進特色】3.工程認證，國際接軌。 

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含營建工程所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49） 

目前大學部分為工程技術組與空間資訊組，培育學有專精的土木營建工程之施

工技術、資訊應用與管理人才。碩士班方面，以專業課程與相關研究為導向，培養

其研究能力與專業操守，為社會培育具有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之研究與設計人

才。系教育目標為：傳授專業知識、著重實務應用、啟發創新能力。本系設有四技

（日間部及進修部）及碩士班（含營建綠色產業碩士專班），學生人數合計 578 名，

專任教師 22 名（教授 4 位、副教授 9 位、助理教授 6 位及講師 3 位）。104~105 年

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土木工程技術人才。 

【基礎面向】2.培育空間資訊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3.著重防災科技實務教學與研究。 

【精進特色】4.提升空間資訊實務教學與研究。 

3. 機械工程系（含機電工程所碩士班、博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51） 

本系所以機械設計、分析與製造以及機電整合為專業主修學程，輔以材料工程、

電腦整合製造、自動控制等領域做橫向發展，並結合 CAD/CAM/CAE/CAI、多軸加

工以及氣液壓控制等技術之應用，以培育具社會責任與人文關懷且符合機械相關產

業發展需求之專業技術人才為教育目標，現有學制計有：博士班(1)、碩士班(2)、大

學部四技班(日間部(12)、進修部(8))、大學部二技班(進修部(2))、專科部二專班(附

設院校(2))，共計 27 班，102 學年度學生數為 1208 人，教師數為 31 人(講座教授 1

人、教授 9 人、副教授 14 人、助理教授 4 人、講師 3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

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創造力與實務技術之機械工程人才。 

【精進特色】2.培育精密設計製造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機電整合與自動化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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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特色】4.持續強化產學合作計畫以提升實務技術水準。 

【精進特色】5.成立「產品試量產測試中心」，強化基礎工業技術。 

【精進特色】6.設立「生產線模擬中心」，強化學生生產流程與分析的水準。 

4. 電子工程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53） 

本系所課程規劃之理念為「理論與實務」配合，以「微電子」、「綠能科技應用」

及「光電」三大專業領域為本系所之特色目標並輔以「晶片系統應用」為基礎實務，

訓練學生成為技術導向的專業工程師；本系學制計有：碩士班、四技(日間部、進修

部)，102 學年度學生數達 849 人(共 19 班)，教師數 25 人(教授 5 人、副教授 11 人、

助理教授 6 人、講師 3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微電子、光電及綠能科技應用實務」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2.培育具「電磁相容量測及射頻元件設計」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具「系統整合技術」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4.培育具「太陽能電池」實務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5.培育具「半導體」實務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6.培育具「光電元件系統整合技術」專業技術人才。 

5. 電機工程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55） 

本系以「專案管理實務」定為發展重點，培養學生具備專案管理九大知識領域

與五大程序組跨領域整合、溝通協調與管理之就業力。以「綠能與節能技術應用」、

「控制系統應用」、及「光電技術應用」三大專業領域為本系所發展特色目標，並輔

以「產業技術」為基礎實務，訓練學生成為實用技術導向的電機專業技術師。本系

學制計有：碩士班 2 班、日間部四技 12 班，進修部四技 9 班，進修院校二專 2 班，

102 學年度學生數達 1120 人(共 23 班)，教師數 34 人(教授 9 人、副教授 13 人、助

理教授 8 人、講師 4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電機、控制與光電應用實務」能力之專業技術。 

【精進特色】2.培育具「電動機驅動器設計及控制應用」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具「機電系統整合技術」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4.培育具「控制系統設計及應用」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6.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57） 

本系以「生產系統」、「資訊應用」與「經營管理」為發展方向，包括生產管理、

品質管理、資訊應用與經營管理等四項技能，以培育工業工程與管理人才，使其能

善用管理科學方法，從事生產作業整合性系統設計、管理及評估等職務。本系目前

學制與師資數計有：碩士班、四技(日間部、進修部)以及進修部二技假日班與進修

專校二專，102 學年度學生數達 858 人(共 21 班)，教師數 19 人(教授 2 人、副教授

10 人、助理教授 5 人、講師 2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強化學習環境提升教學成效培育工業工程與管理實務之專業人才。 

【精進特色】2.培育具備生產模擬與績效評估、製程能力分析核心技術能力之專業

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具備作業風險管理、經營管理診斷及企業資源規劃核心技術能

力的專業人才。



 

27 

7.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59） 

本系以培育建築與室內設計實務人才為主要目標，並配合地方政府建設及整合

產學合作並提升學生建築與室內設計之專業素養及國際化為主要宗旨。學制計有日

間部四技 8 班、進修部 4 班、產學攜手計畫遊艇專班 1 班，共計 13 班。104~105 年

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強化學習環境提升教學成效培建築與室內設計實務之專業人才。 

【精進特色】2.著重設計實務之教學與研究。 

【精進特色】3.提升工程實務教學與研究。 

8. 資訊工程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61） 

本系以培育優秀資訊工程科技人才為教育理念，並以「嵌入式發展系統」及

「行動網路系統」等二大領域為教學研究範疇，規劃完整資訊科學與工程及符合

資訊產業發展趨勢之課程，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培養專業智能與精神的資訊工

程專業人才為目標。目前計有四技日間部與進修部各 8 班、碩士班 2 班，現有專

業專任教師人數 15 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7 人、助理教授 2 人、講師 3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秉持技術導向辦學目標，培育學生實務能力，以符合專業實務人

才的要求。 

【精進特色】2.培育具「嵌入式發展系統設計實務」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具「行動網路系統設計實務」之專業技術人才。 

9.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63） 

本學程以培育具備優質專業學識及工程技能之醫學工程師作為教育目標，以

「醫學輔具系統」及「生醫感測系統」等二大領域為本學程教學研究範疇。本學

位學程為四技(日間部)，102 學年度學生人數達 131 人(共 3 班)。104~105 年度工

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醫學工程專業技術能力之人才。 

【精進特色】2.培育具「醫學輔具系統設計實務」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具「生醫感測系統設計實務」之專業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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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理學院（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65） 

本校管理學院現有國際企業系、企業管理系(含碩士班)、資訊管理系(含碩士

班)，金融管理系(含碩士班)、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兩個院級中心分別由國企系、

企管系、財金系師資整合成立產業策略發展中心、由資管系師資整合成立資訊創

新服務中心。在 102 學年度共有 102 位老師，助理教授以上比例 77.5%；班級數

約 125 班，學生約 5560 人。管院配合產業需求培育優質經營管理人才，為達成

學校總目標，規劃管院教育目標為 1.培育具備管理知識與技能的實務人才。2.藉

由職場知能貢獻企業永續發展。3.實踐創意與敬業樂群特質。並制定四個核心能

力 1.具備問題辨識與解決能力。2.具備職域所需的專業知識與能力。3.具備溝通

與團隊合作能力。4.具備人文素養與職場品德操守。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學科能力與產業接軌。 

【基礎面向】2.多元技能學習。 

【精進特色】3.商務運籌管理。 

【精進特色】4.精進創新與服務能量。 

11. 國際企業系（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67） 

本系以培育具有全球經貿運籌技能、外語溝通協調技巧及國際宏觀視野的國

際經營人才為目標，課程規劃區分國際貿易、國際行銷與國際經營等三組，國際

貿易組是以物流的角度出發，培育學生具有國際貿易運籌的專業能力；國際行銷

組則以商流的角度出發，訓練學生國際商展與行銷溝通的技能，並結合未來高雄

發展國際會展產業的方向；國際經營組是以國際金流與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

為培育目標，蘊育台商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人才。本系目前以四技為主，包含日

間部共 12 個班，進修部 4 個班，日間部在學學生人數 560 人，進修部學生約 190

人，教師目前共 21 位，包含 3 位教授、5 位副教授、6 位助理教授與 7 位講師。

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有全球經貿運籌技能、外語溝通協調技巧及國際宏觀視野

的國際經營人才。 

【精進特色】2.國際貿易實務技能的提升。 

【精進特色】3.國際會展能力的強化。 

【精進特色】4.教師實務技能的精進。 

12. 企業管理系（含經營管理所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69） 

本系（所）培育目標係以培育具有適應能力、實務技能之企業管理人才，使

其具有行銷、生產、財務、人力資源等活動之規劃、執行及控制能力，以「行銷

管理」、「經營管理」及「流通管理」作為課程分組之三大發展領域，並以「創業

管理」作為重點特色項目，鼓勵微型創業，培養學生整合應用企業各項實務管理

活動之知識與能力。另外，為配合國際化及數位化之趨勢，加強外語能力及跨國

文化視野，強化電腦應用能力，以培育更符合產業界所需的管理人才。本系學制

計有：研究所碩士班(一般、在職專班)、四技(日間部、進修部)、二技(日間部、

進修部、進修院校)、二專(日間部、進修部、進修院校)，102 學年度學生數達 2,613

人(共 58 班)，教師數 40 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15 人、助理教授 15 人、講師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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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有適應能力、實務技能之企業管理人才。 

【精進特色】2.培育具「行銷管理」能力之經營管理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具「經營管理」能力之經營管理人才。 

【精進特色】4.培育具「流通管理」能力之經營管理人才。 

【精進特色】5.培育具「創業管理」能力之經營管理人才。 

【精進特色】6.培育具實務導向之研究與管理能力之管理人才。 

13. 金融管理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71） 

金融管理系所發展特色注重產業導向之實作教學，務實致用，俾利學生就業

接軌，提升就業競爭力。本系現有學制為四年制，日間部四技二班、進修部四技

一班，研究所二班，產業碩士專班一班，102 學年度學生數，日間部四技 405 人，

進修部四技 165 人，碩士班人數 17 人，合計 587 人。102 學年度專任教師為 13

人，其中副教授 7 人、助理教授 3 人、講師 3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建構優質金融環境，精進金融專業素養。 

【精進特色】2.培育金融行銷人才，提升銀行保險專業技能。 

【精進特色】3.扎根財富管理專業技能，增進理財規劃能力。 

【精進特色】4.增廣金融專業服務，強化金融職場培訓。 

14. 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73） 

本系大學部教育目標為「培育專業與實作技能、創新思考，及敬業樂群等素

養」，碩士班教育目標為「培育獨立研究、決策分析、創新研發，及資訊與管理

整合等素養」。學制計有：碩士班(日間部)、碩專班(進修部假日班)、大學部四技

(日間部、進修部)、大學部二技(進修部假日班)、專科部二專(進修院校假日班)

等五部份，102 學年度學生數達 28 班 849 人，專任教師 21 人，其中教授 1 人，

副教授 7 人，助理教授 11 人，講師 2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電子服務再造、數位創新應用技能之人才。 

【精進特色】2.賡續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教學與研究精進。 

15.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75） 

本學程以整合國際企業系、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多媒體設計系、觀光遊憩系等師資而設立的跨領域學位學程，學制有四技日間部

和進修部，102 學年度共有 6 班，學生 256 人，專任教師 7 人(副教授 4 人、助理

教授 1 人、講師 2 人)，而其他管理學院、生活創意學院的主要支援師資有 14 人

(副教授 5 人、助理教授 5 人、講師 4 人)。鑑於校內科系的整併和管理，以使資

源作更適當配置使用，本學程和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的發展方向相似，

因此決定於104學年度停招，但在本學程的學生未全部畢業之前，所有教學實施、

實習室規劃、資源使用等都照既定規劃，不受影響。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創意產業經營人才。 

【精進特色】2.創意產業商品開發企劃人才。 

【精進特色】3.創意產業商務規劃與行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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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生活創意學院（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77） 

本院密切連結校級教育目標，以「培養具備深厚理論基礎、創新實作能力、

高雅人文素養及宏觀國際思維之德術兼修的生活創意產業優質人才」為人才培育

目標，積極輔導各系建構良好學習環境與提升教學品質，既強化職場導向的實務

訓練，也重視才德兼備的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具備專業理論與實務操作、創意創

新與產業經營、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職場倫理與團隊運作、生活體驗與優質美

感、在地關懷與全球視野等六項核心能力。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整合各系教學資源，提升教學績效。 

【精進特色】2.因應招生困境，開設多元學制。 

【精進特色】3.拓展教師產研能量，協助區域發展。 

【精進特色】4.加強自我改善機制，確保經營優勢。 

17.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79）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為落實學生專業核心能力之培育，採「化妝品科技」與

「時尚彩妝」分組專業實務教學。「化妝品科技組」以培育化妝品製造與檢測分

析實用技術人才為主軸。因應化妝品製造相關產業發展脈動做適度修正訓練，結

合化妝品產業 GMP 認證制度規範做教學訓練，提升學生未來職場就業準備度與

競爭力。「時尚彩妝組」以培育時尚造型設計與應用人才為主軸，結合美膚、美

甲、美妝、美髮課程，融和美學與藝術素養之培育，培養學生成為全方位的時尚

造型設計師。本系學制有碩士班、大學部四技(日間部、進修部)、二技(進修部)，

102 學年度(不含產學攜手專班)共有 27 班，學生人數 1086 人。全系教師人數計

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12 人、助理教師 5 人、講師 1 人、專案教師 4 人，共 27 人。

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化妝品技術發展與時尚產業之人才。 

【精進特色】2.培育具化妝品認證實驗工廠之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時尚造型產業之人才。 

18. 幼兒保育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81） 

為配合政府因應少子化之友善托育政策，及接軌產業鏈結之教保實務職能需

求，本系設有「托育教學組」及「家庭社工組」分組，涵養學生八大核心專業職

能如下：托育知能應用、溝通教學創作、保育照顧技能、幼兒發展培育、園務親

師合作、資源整合管理、家庭社會支持、及助人倫理服務。本系 102 學年度班級

數共 16 班〈內含回流專班 1 班〉，學生數達 658 人，教師數 14 人(教授 2 人、副

教授 3 人、助理教授 8 人、講師 1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幼兒照顧教育人才。 

【精進特色】2.厚植溝通教學創作能力。 

【精進特色】3.研發產學契合幼兒啟蒙教具教案。 

【精進特色】4.融入家庭園所社區服務方案實習。 

【精進特色】5.促進婦幼福址推展社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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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用外語系（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83） 

為迎合海洋國際工商都市與觀光產業之發展，本系日間部四技規劃「商務英

語組」及「觀光英語組」。教育目標包含：1.扎根語文基礎訓練，培植外語專業

能力；2.聚焦觀光與商務職能；厚實本位實務課程學習；3.培育專業知能與倫理

兼具的優秀應用外語人才。4.陶冶人文與科技素養，拓展國際宏觀視野。本系現

有學制有日間部四技「商務英語組」一班、「觀光英語組」一班，學生共 421 位；

進修部四技「觀光與休閒英語組」一班，學生共 158 位。本系目前擁有 21 位專

任師資，含教授 2 位、副教授 3 位、助理教授 10 位，講師 6 位。104~105 年度

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商務秘書專業人才。 

【基礎面向】2.培育觀光餐飲專業導覽服務人才。 

【基礎面向】3.培育兒童美語教學專業人才。 

【精進特色】4.強化學生職場專業職能。 

【精進特色】5.培養商務觀光跨國際專業人才。 

20.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含碩士班）（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85） 

本系教育目標包含︰1、培育休閒產業與運動產業的經營管理與服務實務人

才。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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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培育優質體育、觀光與餐飲師資培訓人才。4、整合優質的師資與完善的設備，

提升學術研究水準。5、提供相關產業所需的專業服務，提升產學合作能量。6、

提供南部地區相關業界人士回流教育的管道。研究所之發展目標，則在延續前述

之大學部目標，培育高階之運動指導、休閒產業與運動產業經營管理人才，以及

相關學術研究人才。本系學制計有：碩士班、四技(日間部、進修部)、二技與二

專，102 學年度學生數達 1697 人(共 35 班)，教師數 27 人(教授 6 人、副教授 6

人、助理教授 12 人、講師 3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休閒產業與運動產業之經營管理服務人才。 

【精進特色】2.培育運動產業之運動指導實務人才。 

【精進特色】3.培養休閒產業之服務實務人才。 

21. 觀光遊憩系（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87） 

本系 104 年將課程區分為「觀光管理組」及「旅館管理組」2 大核心課程，

針對該模組課程加強輔導學生取得相關專業證照，與旅遊業及飯店業者取得產學

合作平台，以期為學生未來順利進入就業市場之實務能力。學制現有日間部四技

6 班、進修部四技班 8 班、在職專班四技 2 班，班級數共為 16 班，學生人數約

有 800 餘名；教師數為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助理教授 3 人、講師 2 人，計 7

名專任師資。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備現代專業知識與國際觀之「觀光服務管理」人才。 

【基礎面向】2.培育具備現代專業知識與國際觀之「旅館服務管理」人才。 

【精進特色】3.建置特色教室及完善專業設備，以加強師生職能參與實務競賽。 

【精進特色】4.加強模組課程專業師資，儲備學生第二外語聯結產業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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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餐飲管理系（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89） 

本系成立於 102 學年度，旨在培育兼具餐飲廚藝專業技術能力與餐飲產業經

營管理能力的術德兼修人才。課程規劃以「餐飲管理」為核心，強調餐飲實作技

術及研發管理之理論與實務結合，造就學生成為全方位的餐飲管理專業人才。本

系現有教師人數 6 人(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助理教授 4 人，專業師資皆曾服

務於國內五星級飯店，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豐富）。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餐飲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之基礎專業技能與服務人員。 

【精進特色】2.培育具餐飲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之中、高級技術與管理專業人員。 

【精進特色】3.培育國際化專業餐飲人才。 

【精進特色】4.組建教師研發團隊，加強執行產學合作。 

2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91） 

為均衡科技與人文藝術推廣之完全教育，特以本校的藝術中心為核心，整合

本校生活創意學院、管理學院及工學院之專業師資與教學資源，於 98 年規劃成

立「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並於 102 學年度更名為「時尚生活創意設計

系」。本系成立之目的係為因應時尚設計產業發展之需要，將本系分成兩組「應

用設計組」與「設計行銷組」，本系學制計有：四技（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

班）及進修院校二專（週六、日班），102 學年度學生數達 840 人（共 15 班），

教師數 11 人（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助理教授 4 人、講師 5 人）。104~105 年

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具有「視覺設計」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面向】2.培育具有「數位繪畫」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面向】3.培育具有「創意商品設計」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精進面向】4.培育具有「時尚飾品設計」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2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請參閱校務發展計畫書 P.93） 

本系發展特色及目標為：(一)三元學習塑造跨領域專業人才；(二)實作導向

開創就業契機；(三)證照輔導符合技職務實致用；(四)生創學院資源整合與專業

領域互補；(五)結合業界資源培育企業人才。在實質目標與特色之落實上，以「數

位影音動畫」及「互動遊戲設計」兩大專業領域為主軸，強化理論與實務結合，

並輔以創業經營管理實務，提升數位內容產業之設計、創新、應用及管理能力，

培育具有數位設計及經營管理之跨領域優質 π型人才。本系學制計有：四技日間

部及四技進修部，102 學年度學生數達 442 人（共 9 班），教師數 9 人（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助理教授 5 人、講師 2 人）。104~105 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基礎面向】1.培育學生具備創意、審美觀點，基礎美學及平面設計之基本知識

與技能。 

【精進特色】2.培育具備數位內容企劃及專案管理之數位內容微型創業之人才 

【精進特色】3.培育具備創意多媒體動畫設計及影音後製之設計人才。 

【精進特色】4.培育專業 3D 動畫及遊戲設計之設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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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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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本校獲補助款 22,057,416 元、獎勵款

44,836,239 元，合計 66,893,655 元，本校自籌款為 13,406,345 元(自籌款佔獎勵補助款

20%)，總經費合計為 8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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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0,191 元、獎勵款 31,385,368

元，本校自籌款為 9,384,441 元，資本門經費合計為 56,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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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總金額為 40,607,100 元，分別為獎補助經

費 36,722,659 元，佔獎勵補助款資本門整體經費 78.4%，自籌款 3,884,441 元；圖

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編列總金額為 8,600,000 元，佔獎勵補助款資本

門整體經費 18.4%，分別為「圖書館自動化設備」2,600,000 元及「圖書期刊、教學

媒體」6,000,000 元；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經費為 1,502,900 元，佔獎勵補助款

資本門整體經費 3.2%；其他項目編列總金額為 5,500,000 元。 

前述資本門項目與系所專業發展計畫之關聯如下： 

使用單位 項目名稱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土木與空間

資訊系 

水泥砂漿拌合機、校正荷重元、混

凝土超音波探測系統、硬固混凝土

溫度記錄器、空壓機、測微計、水

泥布蘭式氣透儀、RCPT 試驗盒 

【精進特色】3.著重防災科技實務教學與研究
(p.49) 

3.1 加強專業領域之整合與應用。 

3.1.1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及資訊

等專業領域。 

3.2 精進防災科技實務教學與產學合作。 

3.2.1 加強檢測、監測、測量及管理等防災

科技實務教學與研究。 

3.2.2 鼓勵教師參與產官學相關防災研究工

作，增加產學合作計畫案件，並加強

防災教育。 

3.3 強化永續營建教學與研究。 

3.3.1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導入永續營

建概念，融入相關課程。 

3.3.2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營建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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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位 項目名稱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

機、餐飲營運長模擬經營競賽系

統、零售專家模擬經營競賽系統、

eVSM 精實生產軟體、物件導向模

擬軟體、MATLAB 數值分析模擬

軟體、遺傳演繹應用系統、3D 印

表機、數位相機 

【基礎面向】1.強化學習環境提升教學成效培育

工業工程與管理實務之專業人

才(p.57) 

1.1 建構優化的學習及行政環境。 

1.1.1 添購多媒體教學設備，與辦公行政設

備汰舊更新。 

1.1.2 改善教學空間，強化教學品質，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 

【精進特色】2.培育具備生產模擬與績效評估、

製程能力分析核心技術能力之

專業人才 

2.2 建構系統模擬教學環境。 

2.2.1 升級物件導向模擬軟體提升模擬教學

成效。 

2.3 強化協助製造業解決生產規劃核心問題的

能力。 

2.3.1 導入精實生產實務為中心的生產排程

系統軟體進行實務教學。 

2.4 培訓學生建立操作生產排程系統軟體之能

力。 

2.4.2 培訓學生參與全國性智慧機器人競

賽，增強符合業界需求的技術能力。 

2.5 提升學生對生產作業管理問題之建模與求

解能力。 

2.5.1 導入生產作業管理問題建模與求解工

具 Matlab2013 進行教學。 

2.5.2 導入啟發式演算法求解工具

Evolver6Industrial 進行教學。 

2.6 強化工作研究專業能力養成。 

2.6.1 進行工作研究教學設備汰舊更新，強

化實作教學品質。 

2.7 強化 3D 製圖實務技能。 

【精進特色】3.培育具備作業風險管理、經營管

理診斷及企業資源規劃核心技

術能力的專業人才 

3.1 建立經營管理相關實務暨參與經營管理競

賽能力。 

3.1.1 採購 RE 零售專家模擬經營競賽系

統、MW 行銷贏家模擬經營競賽系統

與 COO 餐飲營運長模擬經營競賽系

統，培訓學生參與全國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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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與時

尚彩妝系所 

頭皮檢測儀、彩妝噴槍組、專業噴

槍小套組、縫紉機、縫紉機、個人

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教學廣播設備、實物提示機、雙噴

槍套組、攝影棚設備、即時撥放錄

影設備、攝影棚、能量石導入器、

專業噴槍套組、柔光儀、微電波拉

皮機、3D 印表機、液晶電視 

【基礎面向】1.培育具化妝品技術發展與時尚產

業之人才(p.79) 

1.2 加強時尚造型設計專業能。 

1.2.2 舉辦時尚造型研討會。 

1.2.3 業師協同教學。 

1.3 強化實務技能。 

1.3.3 辦理大學部業界暑期實習。 

【精進特色】3.培育時尚造型產業之人才 

3.1 建構美甲專業設備。 

3.1.1 空調系統、抽氣設備、置物櫃架。 

3.2 建構整體造型及專業攝影空間設備。 

幼兒保育系 個人電腦、移動式擴音機、CPR 娃

娃、沐浴娃娃、液晶電視 

【基礎面向】1.培育幼兒照顧教育人才(p.81) 

1.2 強化保育照顧專業實作技能。 

1.2.3 採購技能檢定所屬娃娃類及相關設備

維護。 

【精進特色】2.厚植溝通教學創作能力 

2.1 擴增微型教學設備以運用教學演示觀摩。 

2.1.3 教學技能集中訓練。 

2.4 提升創作能量。 

2.4.2 執行美感創作領域就業學程。 

企業管理系 個人電腦、個人電腦主機、筆記型

電腦、單槍投影機、無線麥克風

組、BOSS 系統、數位多功能講桌、

數位討論桌、行動影音內容製播系

統、POS 系統、綜合擴大機、移動

式擴音機 

【基礎面向】1.培育具有適應能力、實務技能之

企業管理人才(p.69) 

1.1 企管專業能力養成。 

1.1.2 提供現代化教學設備，以提升教學品

質。 

【精進特色】2.培育具「行銷管理」能力之經營

管理人才 

2.1 強化行銷企劃實務。 

2.1.1 更新軟硬體設備，建構友善的行銷企

劃實務學習環境。 

【精進特色】3.培育具「經營管理」能力之經營

管理人才 

3.2 提升理財資訊分析能力。 

3.2.1 配合科技發展更新軟硬體設備，建構

友善的公司理財資訊實務分析學習環

境。 

【精進特色】4.培育具「流通管理」能力之經營

管理人才 

4.1 強化門市經營能力養成。 

4.1.1 建構門市經營管理能力認證檢定教

室。 

4.1.2 門市經營演練錄製行動化。 

【精進特色】6.培育具實務導向之研究與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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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管理人才 

6.1 落實管理實務探究能力。 

6.1.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經營管理

實務現象分析研究環境。 

6.2 多元產業經驗學習。 

6.2.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視聽教學

研討環境。 

休閒與運動

管理系 

個人電腦、單槍投影機、數位多功

能講桌、教學廣播設備、便攜式動

作分析系統、無限長距離藍芽體適

能偵測平台、水平律動床、自行車

職業級維修工具車台、固定式自行

車訓練台、滾筒式訓練台、空壓

機、Robomove 功能訓練系統、手

提式工具組、電腦桌 

【基礎面向】1.培育休閒產業與運動產業之經營

管理服務人才(p.85) 

1.1 強化產業管理基礎服務知能。 

1.1.2 新增電腦教室設備，以符合新版應用

軟體之需求，提升教學品質。 

1.2 強化產業基礎實務技能。 

1.2.3 強化運動指導、養生保健與休閒活動

服務之基本實務技能養成系統。 

【精進特色】2.培育運動產業之運動指導實務人

才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2.1.1 增設團體性運動指導系統。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2.1.3 增設便利性運動指導系統（如：彈力

帶訓練等）。 

【精進特色】3.培養休閒產業之服務實務人才 

3.1 完善休閒產業專業教室設備與環境。 

3.1.3 擴充活動事件管理專業教室軟硬體設

備。 

3.2 培養休閒產業實務人才。 

3.2.3 強化活動事件產業規劃與操作執行系

統。 

金融管理系 個人電腦主機、筆記型電腦、單槍

投影機、教學廣播設備、證照模擬

考試題庫 

【基礎面向】1.建構優質金融環境，精進金融專

業素養(p.71) 

1.1 優化金融教學研究空間。 

1.1.1 營造金融資訊環境，建構金融資訊平

台。 

1.2 創造金融資訊學習情境。 

1.2.2 充實金融學習資源與金融證照競賽情

報。 

【精進特色】3.扎根財富管理專業技能，增進理

財規劃能力 

3.3 精進學生理財規劃學習成效。 

3.3.1 強化金融專業證照成效。 

建築與室內

設計系 

動畫渲染軟體、三維繪圖軟體、科

學繪圖軟體、專業型顯示卡 

【精進特色】2.著重設計實務之教學與研究(p.59) 

2.2 精進數位建築設計實務教學與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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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因應數位建築設計之潮流趨勢，採購

相關儀器設備，落實實務教學與研究。 

2.3 強化永續建築教學與研究。 

2.3.2 導入環境永續概念，強調生態、節能、

減廢、健康等觀念，採購相關儀器設

備，並融入相關課程。 

2.3.3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建築之相關研究。 

【精進特色】3.提升工程實務教學與研究 

3.2 強化工程實務競賽能力與產學合作成效。 

3.2.1 提升電腦教學軟體與設備資源，並導

入實質業界操作之實務模擬。 

時尚生活創

意設計系 

可調色溫 LED 燈組、微距鏡頭、

翻拍台、相機腳架、掃描器、電動

滑軌組、快收控光框組、立式旋轉

控光框組 

【基礎面向】1.培育具有「視覺設計」能力之專

業技術人才(p.91) 

1.1 加強創意設計能力養成。 

1.1.1 提供充足繪圖與工藝材料和教學事務

費。 

1.1.2 電腦繪畫、造形工藝實習工房設備維

護，使儀器皆能正常運作。 

1.3 強化創意設計實務技能。 

國際企業系 大容電腦文件通關系統、個人電

腦、個人電腦主機、液晶電視、CEO

電子商務認證考照版教學實習平

台、液晶螢幕 

【基礎面向】1. 培育具有全球經貿運籌技能、

外語溝通協調技巧及國際宏觀

視野的國際經營人才(p.67) 

1.2 提升商務外語的溝通能力。 

1.2.2 每年舉辦英文大會考，訂定最低英語

檢定畢業門檻。 

【精進特色】2.國際貿易實務技能的提升 

2.1 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與實務技能。 

2.1.2 持續增設國際貿易與國際運籌相關軟

體並進行電腦更新，加強學生國際貨

物運送之實務能力。 

【精進特色】3.國際會展能力的強化 

3.1 採購會展活動之軟硬體設備，培養會展規

劃之能力。 

3.1.1 增設商展相關設施，配合系上畢業模

擬商展活動。 

3.1.2 增設電子商務軟體、專案企劃撰寫軟

體，配合系上畢業模擬商展活動。 

【精進特色】4.教師實務技能的精進 

4.2 積極參與產學計畫撰寫。 

4.2.1 鼓勵老師與業者進行產學合作或與開

發相關證照題庫模擬考軟體。 

創意產業經

營學位學程 

展示櫃、液晶電視、個人電腦、教

學廣播系統、3D 繪圖軟體、數位

【基礎面向】1.創意產業經營人才(p.75) 

1.2 培養商業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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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攝影棚燈組、3D 真空轉

印機 

1.2.1 改善專業教的硬體設施，購置簡報、

專案管理和影片編輯製作軟體，以完

備商業化的實作環境，提供學生創意

和商業的實作環境，增進學生的商業

管理和影音行銷知能。 

【精進特色】2.創意產業商品開發企劃人才 

2.2 提升創意商品提案能力。 

2.2.2 辦理創意作品教學成果展，從教學成

果展的規劃、籌備、執行過程中，深

化學習成效。 

【精進特色】3.創意產業商務規劃與行銷人才 

3.1 增進行銷企劃能力。 

3.1.1 充實創意企劃實習室的軟硬體設施，

提供學生進階的商務模擬情境，以提

昇學生商務實作技能。 

資訊工程系

所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

機、教學廣播系統、模組化進階

Arduino 教學實驗平台、高階無線

感測網路開發系統、行動控制裝

置、無線定位教學實驗平台、網路

交換器 

【基礎面向】1.秉持技術導向辦學目標，培育學

生實務能力，以符合專業實務人

才的要求(p.61) 

1.1 加強專業基礎設備。 

1.1.2 持續維護實驗室之設備儀器，使其皆

能正常運作。 

【精進特色】3.培育具「行動網路系統設計實務」

之專業技術人才 

3.1 建構互動應用實驗室設備。 

3.1.2 購置互動技術應用之相關設備。 

資訊管理系 網路交換器、虛擬磁碟集中管理軟

體、筆記型電腦、網路儲存系統、

虛擬磁碟集中管理軟體、防火牆系

統 

【基礎面向】1.培育具電子服務再造、數位創新

應用技能之人才(p.73) 

1.1 發展對應技能之實務課程。 

1.1.4 購買(更新)課程所需之軟硬體教具設

備。 

【精進特色】2.賡續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教學與

研究精進 

2.1 建置及擴充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設備。 

2.1.1 導入虛擬機展示研究或專題成果。 

2.1.2購置儲存設備NAS與建立資源共享機

制以提供師生課程學習、師生證照與

校外實習等資料儲存備份。 

2.1.3 購置防火牆以防範科研成果及個資等

機密文件外洩並提供課程教學使用。 

2.2 強化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實務技能成效。 

2.2.1 推動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證照以提升

老師(學生)實務技能，並積極鼓勵老師

(學生)參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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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 單槍投影機、生醫電子整合平台、

智慧型手機開發平台、智慧型機器

人控制模組、教學廣播系統、數位

儲存示波器、智慧型機器人機構模

組、ANSYS Academic Research HF

軟體、互動式大型展演機器人設備

組、可擴充型多功能競技機器人設

備組、物聯網教學平台設備組、電

磁波隔離器 

【基礎面向】1.培育具「微電子、光電及綠能科

技應用實務」能力之專業技術人

才(p.53) 

1.1 加強電子專業能力養成。 

1.1.1 充實實習材料和教學事務費。。 

1.1.2 維護專業實驗室設備，提高學習成效。 

【精進特色】2.培育具「電磁相容量測及射頻元

件設計」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2.1 建構高階射頻元件量測技術。 

2.1.1 利用高階網路分析儀、信號產生器等

設施，建構高階射頻元件設計及量測

技術。 

2.1.2 結合 HFSS 及

ANSYSAcademicResearchHF 模擬軟

體，提升高階射頻元件模擬設計之能

力。 

【精進特色】3.培育具「系統整合技術」專業技

術人才 

3.1 智慧型機器人機電整合應用設計。 

3.1.1 利用智慧型機器人控制模組及機構模

組，培養機電整合應用系統的研發人

才，並參與智慧型機器人相關產學活

動及競賽。 

3.2 智慧型載具開發實務。 

3.2.1 利用互動式大型展演機器人設備組、

可擴充型競技機器人建立學生智慧型

載具實務開發能力。 

電機工程系 電力品質分析儀、類比伺服控制器

系統、電動機控制軟體、個人電

腦、形狀判別與傳送整合控制系

統、顏色辨別與姿勢調整整合控制

系統、姿勢判別與換向整合控制系

統、材質分揀與加工整合控制系

統、重量感測整合控制系統 

【基礎面向】1.培育具「電機、控制與光電應用

實務」能力之專業技術(p.55) 

1.1 加強電機專業能力養成。 

1.1.1 提供充足電機實習材料和教學事務

費。 

1.1.2 電機專業實驗室設備維護，使儀器皆

能正常運作。 

1.2 培養電機專業模擬應用技能 

1.2.1 電腦教室設備更新，以符合新版應用

軟體之需求，提升教學品質。 

【精進特色】2.培育具「電動機驅動器設計及控

制應用」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 

2.1 建構電動機驅動器設計及測試系統設備。 

2.1.1 建立電動機驅動軟體設計及分析能

力。 

2.1.2 建立電動機驅動硬體測試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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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構電動機性能分析量測系統設備。 

2.2.1 建立電動機驅動性能測試能力。 

2.2.2 建立電動機驅動性能測試及設計能

力。 

【精進特色】3.培育具「機電系統整合技術」專

業技術人才 

3.1 建構機電整合系統設備 

3.1.1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設計能力 

3.1.2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程式設計及應用能

力 

數位多媒體

設計系 

穩壓器、高速掃描器、多 M/E 虛擬

數位攝影行動導播機、Zbrush 單

機教育版、個人電腦、數位相機、

十倍光學變焦鏡頭、無線麥克風

組、電容式麥克風組、專業軟音軟

體、混音控制器、收音室監聽設

備、監聽混音座、監聽喇叭、錄音

介面、透寫台 

【基礎面向】1.培育學生具備創意、審美觀點，

基礎美學及平面設計之基本知

識與技能(p.93) 

1.1 提升「美的創作及審美」的能力。 

1.1.2 建構「美學知識及美術基礎素養」。

養成具美學的平面設計人才。建置多

功能專業素描教室(石膏像、立架式畫

板、投射燈、人型骨架…)。 

【精進特色】2.培育具備數位內容企劃及專案管

理之數位內容微型創業之人才 

2.2 創意動漫公仔商品開發。 

2.2.2 加強產學合作，擴展師生視野，了解

產業動態。 

【精進特色】3.培育具備創意多媒體動畫設計及

影音後製之設計人才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整合應

用能力。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多

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技巧」能

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室，擴充專業

級數位攝影機及收音裝置。開設相關

對應課程、鼓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

合作之獲得。 

機械工程系 DC 馬達教學實驗平台、電子電路

整合實驗平台、NX 軟體、

MasterCAM 軟體 、複合式正弦

台、鑄鐵平台、個人電腦、數位多

功能講桌、可程式恆溫恆濕機 

【基礎面向】1.培育具創造力與實務技術之機械

工程人才(p.51) 

1.1 奠定學生機械加工、設計製造、機電整合

與自動化能力。 

1.1.3 培養機械製造核心技術能力。 

【精進特色】2. 培育精密設計製造技術人才 

2.1 培育學生機械製造核心技術。 

2.1.1整合CAD/CAM/CAE/CAI基礎設備及

相關軟體。 

2.1.2 開設強化課程、增廣實習及補強或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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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位 項目名稱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救教學課程。 

2.2 聚焦 CNC 工具機操作與加工件量測技術。 

2.2.1 擴充多軸加工實驗室及機電工場。 

餐飲管理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

機、行動性小吃車、ST 雙層車架、

蛋糕架、不銹鋼台車、切麵條機、

加壓空氣機、可麗餅機、巧克力定

溫鍋、冰淇淋機、霜淇淋機、吐司

切片機、多用途食物調理機、冷凍

冰箱、冷藏冰箱、臥式冰箱、活動

四層棚架車、活動廚櫃車、紅豆餅

機、美式碳烤爐台、乾燥機、移動

式工作台、章魚燒機、蛋捲機、單

水槽、義式咖啡機、多功能煎盤活

動車、製麵條機、蒸箱、煎台、碎

冰機、壓(延)麵機、平口高湯爐、

雙層上架、單層上架、雞蛋糕機、

鬆餅機、鯛魚燒機、數位多功能講

桌、教學廣播設備、移動式擴音

機、數位相機、彩色雷射印表機、

掃描器 

【基礎面向】1.培育具餐飲專業知識、技能與態

度之基礎專業技能與服務人員
(p.89)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擴展

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升

教學效果。 

應用外語系 單槍投影機、數位多功能講桌 【基礎面向】1.培育商務秘書專業人才(p.83) 

1.1 精進學生商務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1.1.2 強化學生商務英文簡報能力。 

1.2 建構商務英文簡報情境教室。 

1.2.1 強化學生商務專業技能之養成。 

觀光遊憩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UHF 數位

鎖定同步翻譯導覽麥克風系統、數

位多功能講桌、客房服務車、電動

投影布幕、個人電腦主機、單槍投

影機、 航空訂位系統(Butterfly)、

旅行業帳會管理系統、

PowerChoice 決策支援分析系統、

旅客市場調查及行為分析軟體 

【基礎面向】1.培育具備現代專業知識與國際觀

之「觀光服務管理」人才(p.87) 

1.1 培育觀光服務管理專業知能。 

1.1.1 汰換旅運電腦教室軟硬設備，輔助強

化旅運專業課程。 

【精進特色】3.建置特色教室及完善專業設備，

以加強師生職能參與實務競賽 

3.3 完善專業設備。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理

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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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位 項目名稱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師資培育中

心 

個人電腦、單槍投影機、實物提示

機、不斷電系統、平板電腦 

【基礎面向】5.4 培育中等教育師資(p.34) 

5.4.1 提升教檢通過比率。 

5.4.2 推動學生服務學習。 

5.4.3 深化教育實習課程。 

5.4.4 申設教育相關專班。 

通識教育中

心(含物理科) 

光譜管實驗組、Qt 易感測實驗數據

擷取器、靜力平衡力矩實驗裝置、

薄透鏡及面鏡成像光學實驗裝

置、轉動慣量測量實驗裝置、轉動

慣量與角加速度實驗裝置、個人電

腦、筆記型電腦、龍捲風發生實驗

裝置、大型空氣砲實驗裝置、精密

三原色色彩演示儀、凡得格拉夫實

驗裝置、平板電腦、超低溫差史特

林引擎實驗裝置、光纖原理說明

器、冷次定律與電磁感應實驗裝置 

【精進特色】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精進特色】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圖書資訊處 自助借/還書機、中西文圖書、訂購

IEL 等 6 種資料庫及 MVOD 影片 

【基礎面向】6.5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p.38) 

6.5.1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 

6.5.2 推廣館藏資源使用。 

總務處營繕

組 

空調負載監測及控制節能系統、照

明節能監控系統 

【精進特色】6.3 創新校園空間建置(p.38) 

6.3.2 節能改善計畫。 

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 

吉他音箱、貝士音箱、鍵盤音箱、

調光器、手提式控制器、混音器、

主動式喇叭、電子琴、燈光控制

器、爵士鼓、LED 舞台燈、大鼓、

資料儲存系統、電吉他音箱、數位

相機、掃描器、電貝士音箱、鍵盤

音箱、木偶、球車、風鑼、胡琴、

瓦斯氣動槍、氣動霰彈槍、銅鈸、

會議桌、快拆帳篷、樂器收音麥克

風、壘球球棒、壘球手套 

【基礎面向】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學生權益。 

進修部學務

組 

個人電腦、移動式擴音機、液晶電

視、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 

【基礎面向】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學生權益。 

體育室 專業用飛輪健身車、輪拳手轉車 【基礎面向】5.3 促進體育知能發展(p.34) 

5.3.3 強化運動競技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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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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款經費 20,068,096 元，自籌款

4,021,904 元，經常門經費合計為 24,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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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獎勵補助款經費為 13,400,000 元，佔獎勵補助款經常

門整體經費 66.8%。內容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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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創新實

務教學。鼓勵教師與產業專家共編實務教材，加強實務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鼓勵教師與產業專家共同製作務實致用之教具，活化實務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由教師提出申請產業專家協同教學計畫，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助編纂教

材或製作教具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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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

以補助。 

獎勵教師發表研究成果、執行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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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由教師提出申請，經校外專家及本校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

助。 

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研(討)習會，藉此增進產學交流，提升教學及研究能量。本

項目編列經費主要支用於教師參與校外研習、出席論文發表研討會、出席國際會議

等差旅費用，由參與教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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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刊登補助經費由教師提出

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助。 

此外，本校現有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為 347 人，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比例

由 102 學年度 77.9%提升至本(103)學年 81.8%，未來將持續補助教師升等、進修博

士學位或取得第二專長，以提高教師進修或升等意願，提升師資素質，強化師資結

構，確保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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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獎勵補助款經費為 1,000,000 元，佔獎勵補助款

經常門整體經費 4.9%。內容主要為依據教育部規定起於經常門中提撥 2%以上之經

費，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費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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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獎勵補助款經費為 300,000 元，佔獎勵補助

款經常門整體經費 1.5%。內容主要為提撥經常門 5%以內之經費，補助職工參與業

務相關知能之研習、教育訓練及進修，持續強化專業知能，提升行政工作效能與服

務品質。各項申請由出差人提出申請，提送行政會議審查。 

（四） 改善教學相關物品：獎勵補助款經費為 800,000 元，佔獎勵補助款經常門整

體經費 4.0%。內容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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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其他：獎勵補助款經費為4,568,096元，佔獎勵補助款資本門整體經費22.8%。

內容主要包含：1.新聘教師薪資：優先新聘具實務經驗及乙級以上證照教師，積極

提升本校實務經驗教師比例，持續強化師資結構。2.資料庫訂閱費；充實圖書館藏

資源，更新圖書數位資源，增加數位資源使用率，持續提升館藏總借閱量。 

前述經常門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聯如下： 

項目名稱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一、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3.1 推動產學合作增能(p.25) 

3.1.2 推動產學共同編製教材 

7.1 提升行政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製作教具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改進教學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7.1.4 凝聚教職員向心力 

研究 3.4 強化師生實務研發(p.25) 

3.4.2 積極推動教師論文發表，提升教師研究績效 

3.4.3 積極推動教師參與研究計畫，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水

準 

3.4.5 辦理校內先期型產學計畫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7.1.4 凝聚教職員向心力 

研習 3.1 推動產學合作增能(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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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3.1.6 精進教師赴公民營深度研習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進修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著作 3.4 強化師生實務研發(p.25) 

3.4.2 積極推動教師論文發表，提升教師研究績效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升等送審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4 凝聚教職員向心力 

二、學生事務及

輔導相關工

作 

學生事務與

輔導相關工

作 

2.1 推動多元品德教育(p.19) 

2.1.1 深耕推廣品德教育 

2.3 營造安全友善校園(p.19) 

2.3.4 有愛無礙多元關懷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學生權益 

2.6.2 推動校際交流與公民教育 

2.8 協助學生無憂就學快樂學習(p.19) 

2.8.2 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進行全方位學習適性揚才 

三、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四、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 

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 

2.8 協助學生無憂就學快樂學習(p.19) 

2.8.2 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進行全方位學習適性揚才 

3.1 推動產學合作增能(p.25) 

3.1.7 辦理系所再造技優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

資 

7.1 提升組織效益(p.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資料庫訂閱

費 

6.5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p.38) 

6.5.1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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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教育部其它計畫之規劃 

本校辦學績效卓越，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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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億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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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計畫之推動以強化學校產學

實務連結為基礎，在帶動實務教學之同時，再輔以教學品管機制從旁引導，以提升

其產學無縫接軌培育人才之效益，增進學校創新研發之能量。各項計畫與教育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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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經費主要執行於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資本門經費主要執行於強化教學及研究設備，提升教學研究相關軟

硬體設施及資源；「獎勵科技校院教學卓越計畫」推動目標在於協助學校深化各項教

學品質改進措施，引導學校重視及確保教學品質，提升學生素質，與「發展典範科

技大學計畫」以增進學校與產業之連結，並協助產業發展與提升為主軸之特色目標

有所區隔；教學卓越計畫之教學改善主要為經常門經費，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則為建

構親產學環境。惟兩者推動重點目標雖有區隔，但成效其實相輔相成。經費編列具

體說明如下： 

（一） 資本門 

計畫名稱 

項目 

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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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所需之伺服器與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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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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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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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常門 

計畫名稱 

項目 

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 

整體發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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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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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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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為本校自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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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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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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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配程序 

1. 各需求單位召開相關規劃會議，提出需求。 

2. 組成全校性專責規劃小組進行規劃：小組成員由總務、教務、學務、研發、

圖書資訊、會計、人事、計畫管理處等單位主管、各院院長及各系(學位學

程)教師代表組成，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 

3. 決議分配原則、規劃項目、經費、各單位分配額度。 

4. 各需求單位根據專責規劃小組之決議，調整需求項目，並決定該單位之優先

次序，以為執行之準據。 

5. 依教育部規定時程提出申請。 

6. 修訂計畫：依教育部核定之獎勵補助項目及額度修訂原計畫，並據以執行。 

（三） 採購優先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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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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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設備經費
申請(提列)作業

儀器設備經費分配及排序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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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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組織會議資料及成員名單 

（一） 專責小組 

為妥善規劃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並配合整體校

務發展計畫，本校依照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及申請要點及

相關規定，特設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小組委員

組成方式如下： 

1. 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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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選任教師代表各一人為選任委員。選

任委員應由各系所中心會議推舉產生，任期為二學年度，得連任之，連任以

一次為限。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擔任，小組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校內部專兼任稽

核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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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學校整體校務發展計畫，

審核各單位所提之需求，進行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規劃支用項目、規格、

優先順序及經費分配等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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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與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相關事項之審議。 

本校獎勵補助經費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與相關會議記錄詳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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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置要點、稽核人員名單與內部稽核實施細則，詳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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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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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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費申請案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員國內差旅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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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部份摘要 附件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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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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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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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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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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發獎金新台幣貳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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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發獎金新台幣貳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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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記點。連續三年內積點

達 4 點者，每名頒發獎金新台幣壹萬元，

獎狀乙紙。每增加 1 點者，增發獎金新台

幣壹仟元。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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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一 

改進

教學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

教師改進教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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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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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部份摘要 附件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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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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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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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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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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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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會技能

發展中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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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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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摘要 
附件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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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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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辦法名稱 辦法內容摘要 
附件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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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公開招標作業流程 詳如附件流程圖 
附件 

十八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

企畫書作業流程 
詳如附件流程圖 

附件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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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近年執行成效 

一、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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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人次，補助新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薪資 67

人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比例由 100 學年度 74.18%提升至本(103)學年 8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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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3 年度改善教學各項補助經費統計表 

年度 

項目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進修 8 93,643 7 80,846 7 80,623 5 75,367 

研究 189 5,336,957 198 5,750,755 210 6,650,382 194 5,939,148 

研習 59 267,229 61 191,651 82 529,332 70 473,371 

著作 153 2,643,742 163 2,514,028 113 2,895,535 90 2,154,541 

升等送審 30 366,000 53 774,000 34 433,685 23 323,083 

改進教學 124 1,339,777 147 2,081,097 113 1,939,235 146 2,056,524 

編纂教材 64 344,633 53 264,922 44 409,640 46 390,170 

製作教具 25 641,346 30 619,596 37 902,530 45 981,594 

小計 652 11,033,327 712 12,276,895 640 13,840,962 619 12,393,798 

備註：103 年度改善教學各項補助經費統計至 103 年 11 月止。 

 

表 13、生師比(含全校及日間；請以學年統計)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全校生師比 22.03 24.49 25.43 25.88 

日間生師比 15.56 17.18 17.64 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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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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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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學年度(上學期) 

教授（時/週） 7.0 7.0 7.2 7.47 

副教授（時/週） 9.9 9.9 10.2 10.61 

助理教授（時/週） 10.8 10.6 10.5 10.54 

講師（時/週） 12.4 12.6 12.1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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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3 年資本門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採購統計 

（一） 102 年度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 

類別 設備名稱 數量 金額(元) 

電
腦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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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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3 年度電腦週邊及電子化教學設備 

類別 設備名稱 數量 金額(元) 

電
腦
週
邊 

個人電腦 396 10,984,900 

個人電腦主機 103 1,683,000 

伺服器 3 492,700 

筆記型電腦 35 893,200 

平板電腦 6 101,600 

網路儲存伺服器 1 41,000 

網路儲存設備 1 70,000 

電腦終端管理軟體 1 44,500 

小計 14,310,900 

電
子
化
教
學
設
備 

乙太網路交換器 1 17,100 

紅外線照相機 1 400,000 

教學廣播系統-主機 1 90,500 

教學廣播設備 19 681,000 

教學播音設備 1 35,600 

液晶電視 19 463,000 

單槍投影機 25 741,500 

電動背景幕 1 39,000 

電動銀幕 2 23,000 

數位單眼相機 2 67,500 

數字計時器 2 56,000 

數位多功能講桌 10 560,000 

教學資源管理系統 1 460,000 

小計 3,634,200 

總計 17,9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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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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學習管道，強化學生基礎知能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應以「學習者」為主體，強調為除了透過原有基礎課程內容

之授與，扎根學生基礎知能外，更注入多元化學習管道，包含：國際視野、人文藝

術教育、通識博雅、行動閱讀、服務學習與品格教育等，以擴展學生學習領域與視

野，自主地進行創造性思維，並強化學生基礎知能，並厚植職場專業與通識能力，

提高就業競爭力。 

協助指導學習落後學生課業，102-103年度配置各系/學程合格教學助理 1,689人，

擔任 TA 之學生藉由輔導同儕的過程，透過教學相長的激盪，使學生在學習思考，更

上層樓並自我提升。另 56 名 E 化 TA，協助彙整千人業師教材，置於圖資處學習行

動平台，提供學生課後學習。教師對 TA 滿意度平均數為 4.6，受輔導學生對 TA 滿

意度平均數為 4.01。 

此外，為了解學生接受學校教育後，所獲得之知識、技能、態度與品格之增長

與變化。本校依據學生在學中與畢業後時期，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檢核，成效評

量方式包含：GPS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多元評量、畢業條件達成，檢核方式包含：

畢業生滿意度調查、雇主滿意度調查、畢業生就業情形調查、校友成就表現調查。 

 

（二） 完整生涯輔導機制，協助學生職涯規劃 

提供專業化職涯輔導系統，協助學生累積學習成就並進一步完善發展職涯進路

規劃適性發展，以減少「學用落差」並提升學生的生涯競爭力為生涯輔導的重點，

配合教育部的生涯輔導政策，推動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針對大一新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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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業興趣探索班級輔導，協助學生探索自身興趣與專長、發行『大專 UCAN 共通

職能輔導手冊』、舉辦大型職涯論壇講座與正修 32 學堂，以一系列的職涯講座與網

路資源，協助學生職涯定向與啟動生涯計畫。 

此外，制定四大校核心能力(CoreLIST)，做為

培育學生基本素養與能力的指標，包含：語文表達

與溝通、資訊素養與科技、實務技能與創新及團隊

合作與倫理，並以四大校核心能力，建構學生能力

指標，做為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之一。依據本校學生

特質，將學生能力指標分為 3 大能力面向（GPS），

各自再分為 4 大項目與 8 項能力指標。將學生能力

指標導入學生學習成績，形成生涯雷達圖，呈現學

生學習樣貌。 

（三） 實務經驗融入教學，課程連結產業需求 

以課程連結產業需求為主體，由院系依產業需求發展特色，據以持續推動實務

課程，落實實務教學，將實務經驗反饋至教學課程中。包括：「實施千人業師計畫」，

每學期每位老師邀請 1 位產業界專家實施 2 小時課堂之鐘點演講。101-103 年度共計

邀請 2,046 位業界專家參與；「落實產業專家協同教學課程」，規劃以全學期授課總時

數之 1/3 為原則，採本校教師與業界專家雙師資共同授課的方式，藉由業師豐富的實

務經驗與授課內容，實現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目標。100-103 年度共計執行 897 門

課程；「業師協助指導學生專題製作」，邀請業師協助指導學生專題製作，達到全校

每系每班每組專題製作 100%都有業師參與外，並落實業師參與專題考評之機制，每

系專題考評需邀請三分之一的業師協助指導，截止至 103 年度 8 月底共邀請 638 位

產業界專家，共計 1,594 人次協助指導，提供專業實務意見，啟發學生學習創意與精

進學生實務能力。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大專就業學程計畫」 ►98-102 學年度共計執行 83 個學程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103 學年度與 78 家企業共同培育 34 個專班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累計至 103 學年度共與 225 家企業合作辦理 67 班 

「技術士檢定場地」 ►校內現有 15 個職類、22 個職級，其中有 2 個甲級檢定場地 

100-103 年度辦理千人業師計畫 ►2,046 位業師蒞校授課，共 1,507 家公司。 

100-103 年度業師協同教學 ►共 897 門課，聘請 959 家公司之業界專家 1,337 人次 

深化「教師赴業界廣度研習、深度研習及深耕服務」計畫 ►99-103 年度赴業界研習計有 49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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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深化校外實習，厚植學生就業力 

以厚植學生就業力為主體，強調將學習目標職

能化，依各系所修訂之課程證照地圖，強化學生基

礎核心和實務研發能力，推動「31 證照計畫」，要

求學生畢業前擁有 1 張英文證照、1 張電腦技能證

照、1 張專業證照共 3 張證照與畢業證書。加強推動學生參與多元技能競賽，充實實

務技能並促進專業知識之累積，培育產業應用與實務技術人才。102 年度取得國際發

明展競賽 25 面金牌、8 面特別獎、29 面銀牌、19 面銅牌，103 年度截至目前取得國

際發明展競賽 24 面金牌、16 面銀牌、12 面銅牌、10 面特別獎。 

此外，本校 102 學年度各系全面推動校外實習課程列為必修課程，並設立校外

實習中心，協助各系擴展實習機構交流與實習工作崗位、強化校外參訪、校外實習

等方式，另設立學生實習績優獎勵金，鼓勵學生赴業界實習取得職場實戰力，增強

實務技能並體認職場環境。 

推動 31 證照計畫 ►103 年度達 6,820 張較 95 年度成長約 5,992 張 

落實競賽奪標培訓計畫 ►103 年度國際發明展榮獲 24 金 16 銀 12 銅 10 面特別獎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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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推動教師教學社群，精進教學品質成效 

本校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專業成長，教務處設立「教學發展中心」(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CTLD )，並分為「學習輔導小組」、「教師成長

小組」、「教學服務小組」三組。提供教學諮詢與相關教學資源服務，改善教學品質，

精進教學發展。為提升新進教師教學知能，由人事室編印新進教師手冊、學務處協

助教師增進班級輔導知能與研發處協助教師提升產學合作及實務能力。為創新思維

活化教學，提供教師多元教學模式之研習。辦理多場教師成長研習與教學觀摩，

102-103 年度目前已辦理 21 場「教師教學專業知能成長研習」活動，22 組良師益友

教學經驗分享。 

此外，鼓勵本校教師組成教師成長社群， 102-103 年度成立 64 組社群，其中含

跨領域社群 32 組(50%)，參與教師人數達 467 人次，每組社群邀請該領域之專家蒞

校演講，藉由業師分享的實務經驗，精進教師知能。102 學年度下學期期末教學評量

日間部各學制各科系共 8,552 人(含碩士班)上網填答，而日間部各學制總人數為 9,124

人(含碩士班)，整體填答率為 93.81%(相較於 102 學年度上學期提升 2.37%)，日間部

(含碩士班)之整體平均數為 4.2545(相較於 102 學年度上學期提升 0.0401)。各學制之

整體平均數均達 4.0 以上，顯示目前各學制學生對大多數老師之教學評量結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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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動產學合作，拓展師生研發能量 

為聚焦區域產業發展趨勢，發展學校產學連結特色，

本校設有產學研發總中心、8個科技研發中心與藝術中心，

其中更有 5 個中心為 TAF 認證實驗室。84-103 年度本校

10 次獲頒每隔 1 年可申請之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

優單位獎」；96-100 年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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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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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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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發明及新型專

利數共計 67 件，技術移轉件數共計 55 件，技轉金額合計 1,500 萬元。 

（七） 提供數位學習資源與環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本校已具體訂定出系所學生所應具備之核心專業能力、職場所需能力及通識能

力，建構職涯導向課程地圖，透過課程與證照學習地圖及 GPS 生涯學習歷程檔案的

橫向連結與縱向整合之引導，協助學生對課程與未來職場的關聯產生概念。目前各

教 學 單 位 ( 含 研 究 所 ) 課 程 地 圖 與 證 照 學 習 地 圖 建 構 已 100% 完 成

(http://120.118.215.118/csms/)，做為 102-103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規劃依據。全校課

程大綱於加退選前上網率亦為 100%。以協助學生充份掌握選課相關資訊，此外，本

校提供師生利用行動載具使用及存取相關資源，建置包括：MVOD 行動隨選視訊平

台 (http://imod.csu.edu.tw/) 、 EBOOK 雲 端 書 櫃 及 電 子 書

(http://csu.ebook.hyread.com.tw/) 、 ILMS 行動學習平台 (http://ilms.csu.edu.tw/) 、

CSUTUBE 正修影音平台(http://csutube.csu.edu.tw)與 MOOCS 正修開放式課程平台

(http://ocw.csu.edu.tw)等豐富行動學習平台，提供學生行動學習資訊。 

 

http://imod.csu.edu.tw/
http://csu.ebook.hyread.com.tw/
http://ilms.csu.edu.tw/
http://csutube.csu.edu.tw/
http://ocw.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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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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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附表二 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p. 78 

附表三 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與比例表 p. 79 

附表四 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及研究設備規格說明書 p. 81 

附表五 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館自動化設備規格說明書 p. 138 

附表六 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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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附表八 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 p. 145 

附表九 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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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二、 預期實施成效 

（一）資本門部分 

使用單位 項目名稱 104~105 年度質量化成效 

土木與空間資

訊系 

水泥砂漿拌合機、校正荷重元、混

凝土超音波探測系統、硬固混凝土

溫度記錄器、空壓機、測微計、水

泥布蘭式氣透儀、RCPT 試驗盒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及資訊等領

域，使學生更深入瞭解專業課程知識之重

要性與應用。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6 件/年）可增強防災

科技實務；產官學防災整合型研究計畫（1

件/年）可提升防災科技實務教學；教師參

與防災建教合作計畫（3 件/年）可提升防

災教育品質。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強化學生對永續

營建之認知；教師從事永續營建相關產學

研究，可增強實務經驗與技能。 

工業工程與管

理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

機、餐飲營運長模擬經營競賽系

統、零售專家模擬經營競賽系統、

eVSM 精實生產軟體、物件導向模

擬軟體、MATLAB 數值分析模擬

軟體、遺傳演繹應用系統、3D 印表

機、數位相機 

 將系統模擬軟體融入教學課程中，使學生

具備系統模擬之技能且熟悉系統模擬之應

用工具，每年訓練選課研究生 15 位。 

 導入精實生產實務為中心的生產排程系統

軟體，每年訓練修課同學至少 180 位。 

 改善工作研究教學及研究設備，提供優質

的教學研究環境。 

 零售專家模擬經營競賽系統擬搭配「企業

營運模擬」課程實施，每年指導學生參加

競賽平均 2 件。 

 餐飲營運長模擬經營競賽系統擬搭配「企

業營運模擬」課程實施，每年指導學生參

加競賽平均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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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與時尚

彩妝系所 

頭皮檢測儀、彩妝噴槍組、專業噴

槍小套組、縫紉機、縫紉機、個人

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教學廣播設備、實物提示機、雙噴

槍套組、攝影棚設備、即時撥放錄

影設備、攝影棚、能量石導入器、

專業噴槍套組、柔光儀、微電波拉

皮機、3D 印表機、液晶電視 

 導入業界實習商店支援學生校外實習，聯

結學生理論與實務結合，縮短學用落差，

提升學生專業實務競爭力。 

 每年至少辦理時尚造型研討會或展演 2 場。 

 業師協同教學 12 門課程。 

 建立造型形象專業訓練教室，教導訓練美

姿美儀禮儀，培育創新新娘秘書人才。 

 配合攝影空間設施，開授形象攝影相關課

程，培育訓練學生對整體造型作品視覺美

感捕捉，創造美麗事業版圖之開發。 

幼兒保育系 
個人電腦、移動式擴音機、CPR 娃

娃、沐浴娃娃、液晶電視 

 開辦幼保類專業證照班學生全面參與技能

檢定,每年輔導在校及應屆畢業生取得證

照 100 張。 

 完成採購技能檢定所屬娃娃類及相關設備

維護。 

 教學技能訓練試教觀摩 400 人次。 

企業管理系 

個人電腦、個人電腦主機、筆記型

電腦、單槍投影機、無線麥克風組、

BOSS 系統、數位多功能講桌、數

位討論桌、行動影音內容製播系

統、POS 系統、綜合擴大機、移動

式擴音機 

 電腦專業教室電腦螢幕隱藏化可同時配合

一般課程及電腦軟體應用教學需要，增加

空間的彈性使用。提高專業教室使用率至

50%以上。 

 搭配的主要課程有行銷管理、行銷企劃實

務、創意思考訓練、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及一般著重討論的專業課程。 

 每年協助學生 30 人取得丙級門市服務證

照，5 人乙級門市服務證照。 

 打破錄製空間的限制，當營運模擬專業教

室被佔用時，即使在門市認證教室或一般

教室教授商業禮儀、零售管理、門市服務

等課程時，亦能進行錄製作業，利於演練

後的檢討。 

休閒與運動管

理系 

個人電腦、單槍投影機、數位多功

能講桌、教學廣播設備、便攜式動

作分析系統、無限長距離藍芽體適

能偵測平台、水平律動床、自行車

職業級維修工具車台、固定式自行

車訓練台、滾筒式訓練台、空壓機、

Robomove 功能訓練系統、手提式工

具組、電腦桌 

 加強學生休閒產業經營、管理、創業、創

新之專業知能，培育休閒產業經管人才，

提振相關產業發展。 

 建置電腦教室(60 台)，提升電腦系統的軟

硬體設備，提供優質教學支援。 

 建置休閒產業專業教室設備與環境，使用

率 30/40 時/週；配合課程使用；可供 10 門

課 500 人使用。可供研究所 4 班、四技 7

班使用。論文產出：碩士研究論文 2 篇、

研究論文 2 篇。每年至少可執行跨領域整

合型研究或產學計畫 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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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系 

個人電腦主機、筆記型電腦、單槍

投影機、教學廣播設備、證照模擬

考試題庫 

 行動學習化，有效支援師生教學和研究空

間。 

 深入了解金融產業發展情勢，以符合金融

產業之脈動與時代需求。 

 成立 1 間 TQC 證照認證中心及設立 1 間金

融考照認證中心。 

 輔導學生考取投資理財專業證照，強化職

場競爭力。 

 每年學生取得投資理財專業證照至少成長

10%。 

建築與室內設

計系 

動畫渲染軟體、三維繪圖軟體、科

學繪圖軟體、專業型顯示卡 

 籌組研究團隊，申請數位建築相關研究計

畫（每年 1 件），並落實學生參與研究計

畫，結合業界資源與能量提升系上數位建

築教育品質。 

 擬定電腦軟體與硬體之規劃購置計畫，結

合電腦應用相關課程，強化電腦應用技術

與設備資源，可提升競賽與產學合作績效

（每年 20 件）。 

 以「建築設計課程」及「建築與室內設計

課程」為主軸，相關實務性學科與術科課

程為輔，帶領學生參與各項參訪活動（每

年 20 場）及競賽（每年 10 項），可提升

實務性競賽之能量，並有效整合設計與工

程實務領域專業。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可調色溫 LED 燈組、微距鏡頭、翻

拍台、相機腳架、掃描器、電動滑

軌組、快收控光框組、立式旋轉控

光框組 

 設備定期維護，並提高設備的使用性及持

續性，支援教學與研究。 

 邀請業界實務專家來本系進行專題演講及

實務工作坊，每學年至少 20 場以上。 

 透過畢業專題實務與產學合作機制，整合

學校先修課程與實作實習之實務經驗，建

構學生設計實務的 SOP 流程與系統性設計

相關知識。 

國際企業系 

大容電腦文件通關系統、個人電

腦、個人電腦主機、液晶電視、CEO

電子商務認證考照版教學實習平

台、液晶螢幕 

 增設商展相關設施，開放空間之桌椅與展

示架，使其更能貼近實際商展之場地等級。 

 採購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平台帳號，以配

合電子商務、網路行銷之課程教授，並提

供商展競賽時，網路銷售商品之平台，以

增加學生行銷商品之能力。 

 每學年進行產業拜訪並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至少 5 件，落實技職再造之精神。 

 鼓勵老師申請國科會計畫或指導學生申請

大專生國科會計畫至少 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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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經營

學位學程 

展示櫃、液晶電視、個人電腦、教

學廣播系統、3D 繪圖軟體、數位攝

影機、攝影棚燈組、3D 真空轉印機 

 添購多媒體實習室電腦、建置無障礙網路

環境，並充實環境空間的意象裝置。 

 更新創意製作實習室室的電腦軟硬體設

備，包括文書處理、電腦繪圖軟體、等，

以提升商業基礎能力。 

 專業教室使用率每週 8 時，使用班級每學

期 2 班，學生數 100 人。 

 產生創意商品成果 10 件，提案 30 件。 

 透過課程規劃，讓學生學習創意提案和商

務企劃，以強化行其行銷企劃與簡報能力。 

資訊工程系所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

機、教學廣播系統、模組化進階

Arduino 教學實驗平台、高階無線感

測網路開發系統、行動控制裝置、

無線定位教學實驗平台、網路交換

器 

 邀請業界具實務經驗的專家演講，每學年

至少 12 場次。 

 透過實習專題，連結先修課程之學理基礎

與實作實習之實務經驗，以建構學生個人

系統整體知識。 

 購置「互動技術應用」之相關設備，提供

4 門課程授課，使用率每週約:16 小時。 

資訊管理系 

網路交換器、虛擬磁碟集中管理軟

體、筆記型電腦、網路儲存系統、

虛擬磁碟集中管理軟體、防火牆系

統 

 採購儲存設備 NAS 並建立私有雲，以行動

雲端架構提供課堂教學、在宅學習、特殊

軟體使用、教學資源管理以及教師資源共

享服務，預計每學期支援 10 門課程以上、

可服務 19 位教師及學生約 1350 位，使用

率：40 時/週以上，可供使用班級數：18

班/學期以上，服務學生數：900 人/學期以

上。 

 強化行動雲端服務的資安管理，與支援資

通課程實務演練，購置防火牆設備，預計

每學期支援 2 門以上課程。 

 發揮行動雲端服務之虛級化與資源共享特

色，透過行動雲端虛擬機服務降低實體設

備購置與維運管理成本，預計每學期支援

10 門以上課程建立專屬之行動雲端實作學

習環境。 

電子工程系 

單槍投影機、生醫電子整合平台、

智慧型手機開發平台、智慧型機器

人控制模組、教學廣播系統、數位

儲存示波器、智慧型機器人機構模

組、ANSYS Academic Research HF

軟體、互動式大型展演機器人設備

組、可擴充型多功能競技機器人設

備組、物聯網教學平台設備組、電

磁波隔離器 

 維護專業實驗室設備，充分支援教學和研

究之需求。 

 建立 HFSS 與 Asoft 之設計工具，開設射頻

微波元件跨領域應用課程，建立與業界同

步之微波量測作業平台與設備 

 提供天線設計、微波電路設計、電磁相容

技術、無線通訊等課程實習。 

 結合嵌入式系統進行智慧型機器人設計與

應用實務的實務專題製作，規劃更接近職

場實務的嵌入式系統學程。 

 提供載具開發設計、電路設計、無線通訊

系統應用等課程實驗實習；獲得產官學計

畫案、專利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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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電力品質分析儀、類比伺服控制器

系統、電動機控制軟體、個人電腦、

形狀判別與傳送整合控制系統、顏

色辨別與姿勢調整整合控制系統、

姿勢判別與換向整合控制系統、材

質分揀與加工整合控制系統、重量

感測整合控制系統 

 維護設備提高設備的可用率，支援教學和

研究之需。 

 更新電腦教室，提升電腦系統的軟硬體設

備，提供更好的教學支援。 

 使學生獲得驅動電動機之基本及應用技

術，建立馬達驅動實驗系統、實驗單元設

計及特色教材，促進學生學習與理解能力

養成。 

 獲得產學合作案，擬搭配課程為電動機控

制與實習、電機機械實習、電機機械，產

出研究計畫產出：1 件，論文：1 篇。 

 使學生獲得機電整合系統設計及應用技

術，實作業界同步之測試作業平台與設備

之經驗，提出機電整合實作單元及特色教

材，促進學生學習與理解能力養成。 

數位多媒體設

計系 

穩壓器、高速掃描器、多 M/E 虛擬

數位攝影行動導播機、Zbrush 單機

教育版、個人電腦、數位相機、十

倍光學變焦鏡頭、無線麥克風組、

電容式麥克風組、專業軟音軟體、

混音控制器、收音室監聽設備、監

聽混音座、監聽喇叭、錄音介面、

透寫台 

 開設基礎素描、設計基礎、漫畫及基礎圖

學等對應課程。 

 開設數位雕刻、商品設計、實務專題(一)、

(二)、創意創業規劃等對應課程。 

 獲得產業合作，共同設計開發商業化商

品，每年至少一件。 

 開設數位攝影、後製剪輯、數位音效與錄

音、實務專題(一)、(二)等對應課程。 

 建置數位成音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

及收音裝置，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每年至少 5 件。 

機械工程系 

DC 馬達教學實驗平台、電子電路整

合實驗平台、NX 軟體、MasterCAM

軟體 、複合式正弦台、鑄鐵平台、

個人電腦、數位多功能講桌、可程

式恆溫恆濕機 

 提高教學機械加工設備使用率，有效支援

實務教學及訓練需求。 

 執行實務增能計畫，進行專業課程，提升

設計製造專業能力。 

 完成電源供應器等機電基礎儀器購置，強

化機電專業基礎能力。 

 完成多軸加工實驗室及機電工場的擴充。 

 完成三軸及多軸 CNC 工具機等機台之採

購。 

 完成一維量具及塊規組等精密量具之更

新。 

 提供學生業界工作相關設備，培育符合在

地所需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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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

機、行動性小吃車、ST 雙層車架、

蛋糕架、不銹鋼台車、切麵條機、

加壓空氣機、可麗餅機、巧克力定

溫鍋、冰淇淋機、霜淇淋機、吐司

切片機、多用途食物調理機、冷凍

冰箱、冷藏冰箱、臥式冰箱、活動

四層棚架車、活動廚櫃車、紅豆餅

機、美式碳烤爐台、乾燥機、移動

式工作台、章魚燒機、蛋捲機、單

水槽、義式咖啡機、多功能煎盤活

動車、製麵條機、蒸箱、煎台、碎

冰機、壓(延)麵機、平口高湯爐、

雙層上架、單層上架、雞蛋糕機、

鬆餅機、鯛魚燒機、數位多功能講

桌、教學廣播設備、移動式擴音機、

數位相機、彩色雷射印表機、掃描

器 

 增置多功能微型創業教室（含設備）。 

 增置異國料理專業教室一間（含設備）。 

 完善中餐、西餐、烘焙專業教室設備。 

 完成餐飲大樓美化工作。 

應用外語系 單槍投影機、數位多功能講桌 

 開設 TOEIC, BULATS, GEPT 證照輔導

班，並每年取得語言類專業證照 50 張。 

 開設會展、國貿實務相關證照輔導班，並

每年取得商務專業證照 50 張。 

 辦理 3 門商務專業課程業師協同教學。 

 每年辦理系際 1 場商務英文簡報比賽，並

訓練獲獎 2 組學生參加觀光導覽校際競

賽。 

觀光遊憩系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UHF 數位

鎖定同步翻譯導覽麥克風系統、數

位多功能講桌、客房服務車、電動

投影布幕、個人電腦主機、單槍投

影機、 航空訂位系統(Butterfly)、

旅行業帳會管理系統、PowerChoice

決策支援分析系統、旅客市場調查

及行為分析軟體 

 每學年規劃至少 8 學分以上領隊導遊實

務、導覽解說實務等實習(驗)課程、辦理業

界標竿參訪 8 場次。 

 更新與汰舊旅運資訊系統教室電腦設備。 

 建置考場測驗中心，每年辦理觀光旅遊證

照輔導班 4 場，每場至少取得觀光類專業

證照 40 張。 

 建置旅遊情境模擬專業教室、遊程規劃專

業教室各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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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位 項目名稱 104~105 年度質量化成效 

師資培育中心 
個人電腦、單槍投影機、實物提示

機、不斷電系統、平板電腦 

 建立線上學習機制，每位師資生均能利用

學校雲端平台在家持續學習教育專業科

目。 

 寒暑假辦理教檢輔導密集班各科 32 小

時，使應屆畢業師資生的教檢及格率達

75%以上。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至少安排 16 小

時前往中學實地學習，教學原理與課程發

展與設計及特殊教育導論安排兩小時前往

中學實地學習，另由師資生自行規劃 12 小

時的實地學習。 

通識教育中心

(含物理科) 

光譜管實驗組、Qt 易感測實驗數據

擷取器、靜力平衡力矩實驗裝置、

薄透鏡及面鏡成像光學實驗裝置、

轉動慣量測量實驗裝置、轉動慣量

與角加速度實驗裝置、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龍捲風發生實驗裝

置、大型空氣砲實驗裝置、精密三

原色色彩演示儀、凡得格拉夫實驗

裝置、平板電腦、超低溫差史特林

引擎實驗裝置、光纖原理說明器、

冷次定律與電磁感應實驗裝置 

 推動國文、微積分及物理等基礎學科補救

教學機制，每年度補救教學輔導學生可達

1000 人次以上。 

 每年遴聘物理大師蒞校演講，辦理街頭物

理講座 1 次，以課程結合生活方式，提升

學習物理動機與成效。 

 開設跨系科、跨領域且具知識承載度之通

識講座課程，禮聘通識大師蒞校講授，培

養學生具宏觀視野的通識力。 

 更新通識教育中心軟、硬體設備與增購通

識相關專業書籍、期刊及電子資源。以提

升教學成效。 

 完備通識基礎學科學習平台、維護並更新

物理科儀器設備與統整國家考試國文試題

線上資料庫，提升教學成效。 

圖書資訊處 
自助借/還書機、中西文圖書、訂購

IEL 等 6 種資料庫及 MVOD 影片 

 以讀者需求為導向，有效運用圖書經費，

積極提升館藏質量，並進行圖書館藏、電

子資源的使用分析及統計，以做為購置資

源之參考。 

 購置各系所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期刊、

電子書及各種電子資源，以提升全校閱讀

風氣及強化教學研究品質。預計每年購入

圖書 4,000 冊、紙本期刊 300 多種、電子

資料庫 10 多種、電子期刊 7,500 種、非書

資料 100 片、電子書 6,000 冊。 

 辦理各項館藏借閱排行榜(圖書、電子書、

MVOD、線上資料庫、空間、設備)，預計

館藏總借閱量可成長 3%。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吉他音箱、貝士音箱、鍵盤音箱、

調光器、手提式控制器、混音器、

主動式喇叭、電子琴、燈光控制器、

爵士鼓、LED 舞台燈、大鼓、資料

儲存系統、電吉他音箱、數位相機、

掃描器、電貝士音箱、鍵盤音箱、

木偶、球車、風鑼、胡琴、瓦斯氣

 依據學生自治組織發展，修訂學生自治組

織相關章程及辦法。 

 辦理學生自治知能提升培訓課程。 

 辦理「與學務長有約」活動，邀請處室主

管與學生面對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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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位 項目名稱 104~105 年度質量化成效 

動槍、氣動霰彈槍、銅鈸、會議桌、

快拆帳篷、樂器收音麥克風、壘球

球棒、壘球手套 

總務處營繕組 
空調負載監測及控制節能系統、照

明節能監控系統 

 電機系及機械系太陽能板建置，預計每年

可產生 80KW 電能。 

 建立控制中心與建置電力監控系統，執行

需量控制、負載管理、負載偵測及記錄檢

討分析用電，如有設備故障或斷電及通知

維修人員。 

進修部學務組 
個人電腦、移動式擴音機、液晶電

視、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 

 依據學生自治組織發展，修訂學生自治組

織相關章程及辦法。 

 辦理學生自治知能提升培訓課程。 

 辦理「與學務長有約」活動，邀請處室主

管與學生面對面溝通。 

體育室 專業用飛輪健身車、輪拳手轉車 

 各項運動代表隊均設教練一人，依年度訓

練計畫組訓，搭配運動科學儀器設備加強

訓練，並實施隊員生活輔導，鼓勵參加對

外競賽與移地訓練，累積比賽經驗增強

技、戰術應用。 

 選手訓練期間提供場地、消耗性訓練器材

裝備使用、保護機制，支援補助選手訓練

需求並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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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部分 

項目 單位 104~105 年度質量化成效 

一、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 

編纂教材 人事處 系所辦理產業學院訂定至少兩門實務課程與業界專家共

同編製教材。 

每年補助教師編纂教材經費，以活化教學教材。 

製作教具 
每年補助教師製作教具費用，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改進教學 積極辦理校外觀摩，提升教師教學水準及實務教學能力。 

教學、研究、服務表現績優人員，提供獎勵措施。 

研究 協助「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及「本校教師研究

績效榮譽狀頒發」之審查事宜。 

辦理 A 類先期性專題研究計畫案。 

積極推動各系所、跨系所組成研究團隊，提出整合型計

畫，每院至少成立 1 個研究團隊。 

依本校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施行細則鼓勵教師申請校

內先期型產學計畫。 

每年執行校內先期行產學計畫。 

積極鼓勵教師申請應用性研究計畫。 

教學、研究、服務表現績優人員，提供獎勵措施。 

研習 推動系所依技職再造教師實務增能規劃教師深度研習 

鼓勵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短期研習。 

增加教師研習及著作發表，提升研究質量，每年補助教

師參與研習及著作發表，且鼓勵著作發表，提升教師個

人及學校整體研究質量。 

積極辦理校外觀摩，提升教師教學水準及實務教學能力。 

進修 鼓勵教職員進修，增加第二專長、取得學位或取得相關

證照。 

著作 鼓勵教師將論文發表於分屬 SCI、SSCI、AHCI 和 EI 之

期刊論文，以提升論文品質。 

增加教師研習及著作發表，提升研究質量，補助教師參

與研習及著作發表。 

升等送審 持續推動教職員工晉用、升等、敘薪、考核（評鑑）、

進修、訓練、獎懲、申訴、福利、保險及退休撫卹等人

事規章之完整性並確實實施。 

 

二、學生事務及

輔 導 相 關

工作 

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

關工作 

學生事

務處 

結合學生社團，融入品德教育於非正式課程等多元活動。 

結合社區資源及學生社團推動愛護環境理念，辦理【環

保啟動】活動，鼓勵學生參與。 

持續爭取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動計畫經

費。 

辦理輔導志工培訓，推展「愛．關懷與服務」校內外志

工服務，並辦理分享輔導志工成果展。 

辦理學生自治知能提升培訓課程。 

推派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參與教育部及各大學舉辦之公

共事務研習與活動。 

運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辦理社團各項學生活動。 

三、行政人員相 行政人員 人事處 為提升專業知識及技能，鼓勵公餘進修，依學校規定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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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104~105 年度質量化成效 

關 業 務 研

習及進修 

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

修 

予獎助經費；補助職工參加研習或教育訓練，提升職能。 

四、改善教學相

關物品 

改善教學

相關物品 

課外活

動組與

相關科

系 

運用整體發展獎輔助款購置學生社團設備。 

編列經費逐年改善社團環境。 

協助企管系、建築系、國企系、休運系、時尚系、數位

系購置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五、其他 新聘教師

薪資 

人事處 104 年預計新聘 3 名專任教師，105 年新聘 4 名專任教

師，以提升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比例。 

優先延攬具實務經驗及乙級以上證照之教師，提升本校

實務經驗教師比例至 70%以上，使教學與實務並重。 

資料庫訂

閱費 

以讀者需求為導向，有效運用圖書經費，積極提升館藏

質量，並進行圖書館藏、電子資源的使用分析及統計，

以做為購置資源之參考。 

購置各系所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期刊、電子書及各種

電子資源，以提升全校閱讀風氣及強化教學研究品質。

預計每年購入圖書 4,000 冊、紙本期刊 300 多種、電子

資料庫 10 多種、電子期刊 7,500 種、非書資料 100 片、

電子書 6,000 冊。 

 

  



 

77 

附表 

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 
(單位：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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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總經費 

(5)=(3)+(4) 

22,057,416  44,836,239  66,893,655  13,406,345  8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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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0,191  31,385,368  9,384,441  6,617,225  13,450,871  4,021,904  

小計 46,825,559 9,384,441 20,068,096 4,021,904 

合計 56,210,000 24,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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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元，占資本門 0%（註三） 

否 

項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

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 6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額】） 

36,722,659 78.4% 3,884,441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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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 5.6% 0 0% 附表五 

圖書期刊、 

教學媒體 6,000,000 12.8% 0 0% 附表六 

小計 8,600,00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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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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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0 58.6% 附表八 

總 計 46,825,559 100% 9,384,4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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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3.5% 0 0% 

附表九 

製作教具 1,000,000 5.0% 0 0% 

改進教學 2,000,000 10.0% 0 0% 

研究 6,000,000 29.9% 1,556,000 38.7% 

研習 600,000 3.0% 0 0% 

進修 0 0% 100,000 2.5% 

著作 2,600,000 12.9% 0 0% 

升等送審 500,000 2.5% 0 0% 

小計 13,400,000 66.8% 1,656,000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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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1.2% 0 0% 

附表九 
其他學輔工作經
費 

750,000 3.7% 0 0% 

小計 1,000,00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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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1.5% 0 0% 附表九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 

(單價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800,000 4.0% 500,000 12.4%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年內) 
3,568,096 17.8% 1,865,904 46.4% 

附表九 

現有教師薪資 0 0% 0 0% 

資料庫訂閱費 1,000,000 5.0% 0 0% 

軟體訂購費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小計 4,568,096 22.8% 1,865,904 46.4% 

總 計 20,068,096 100% 4,021,9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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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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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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1 個人電腦 

1.i5/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WIN 7/HOME 隨機版/三年保

固 

2.螢幕：21.5 吋以上 

3.還原卡 

60 台 22,500 1,350,000 
雲端行動應用實驗

室電腦汰舊換新 
資工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專業基礎設備(p.61) 

1.1.2 持續維護實驗室之設備儀器，使其

皆能正常運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2 個人電腦 

1.i7/8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3.還原卡 

13 台 28,500 370,500 
電腦汰舊換新，提

升教學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1 落實管理實務探究能力(p.69) 

6.1.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經營管

理實務現象分析研究環境。 

自籌款 

A-103-3 個人電腦 

1.i7/8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1.5 吋以上 

3.還原卡 

13 台 27,500 357,500 
電腦汰舊換新，提

升教學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1 落實管理實務探究能力(p.69) 

6.1.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經營管

理實務現象分析研究環境。 

自籌款 

A-103-4 個人電腦主機 

1.i5/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還原卡  

3.1GB 獨立顯示卡 

1 台 20,000 20,000 
電腦汰舊換新，提

升教學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1 落實管理實務探究能力(p.69) 

6.1.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經營管

理實務現象分析研究環境。 

自籌款 

A-103-5 個人電腦 

1.作業系統：Windows 7 

2.處理器：intel Xeon E5 

3.記憶體：32GB 

4.磁碟機：500GB 

5.光碟機 

6.專業繪圖卡 

1 台 50,000 50,000 
教學設備添購，整

合其它量測用軟體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2聚焦CNC工具機操作與加工件量測

技術(p.51)  

2.2.1 擴充多軸加工實驗室及機電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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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6 個人電腦 

1.作業系統：Windows7 

2.處理器: intel Xeon E5 

3.記憶體: 32GB 

4.磁碟機: 500GB 

5.光碟機 

6.專業繪圖卡 

1 台 50,000 50,000 

教學設備添購，協

助數據整理歸檔，

粗渡量測電腦化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2聚焦CNC工具機操作與加工件量測

技術(p.51)  

2.2.1 擴充多軸加工實驗室及機電工場。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7 筆記型電腦 

1.14 吋 /Corei7/記憶體 8GB/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 

2.2GB 獨立顯示卡 

3.DVDSuperMulti(DL) 

2 台 32,000 64,000 

教學研究設備汰舊

換新，提升研究與

教學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1 落實管理實務探究能力(p.69) 

6.1.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經營管

理實務現象分析研究環境。 

自籌款 

A-103-8 單槍投影機 50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4 台 31,000 124,000 
提供實驗室相關課

程上課用 
電子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電子專業能力養成(p.53) 

1.1.2 維護專業實驗室設備，提高學習成

效。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9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1 台 23,000 23,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升產學互動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2 多元產業經驗學習(p.69) 

6.2.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視聽教

學研討環境。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10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2 台 23,000 46,000 

汰 換專 業教 室配

備，提供教學活動

用以提升教學活動

品質 

應外系 

【基礎面向】 

1.1 精進學生商務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p.83) 

1.1.2 強化學生商務英文簡報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11 無線麥克風組 
雙頻無線，頻道範圍：UHF 780～

820MHz 範圍 
1 組 13,500 13,500 

汰舊換新，提升教

學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2 多元產業經驗學習(p.69) 

6.2.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視聽教

學研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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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12 展示櫃 
1.木作 

2.W372×H275×D40cm 以上 
1 座 61,600 61,600 

建構完備教學設施

與環境 
創意學程 

【精進特色】 

2.2 提升創意商品提案能力(p.75) 

2.2.2 辦理創意作品教學成果展，從教學

成果展的規劃、籌備、執行過程

中，深化學習成效。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13 教學廣播系統 含：主控台與教師機 2 套 60,000 120,000 
提供電腦教室上課

用 
電子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電子專業能力養成(p.53) 

1.1.2 維護專業實驗室設備，提高學習

成效。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14 
電力品質分析

儀 

1.電壓精度：±0.05% rdg.±0.05% f.s. 

2.電流精度：±0.05% rdg.±0.05% 

f.s.+電流感測器精確度 

3.有功功率精度：

±0.05%rdg.±0.05%f.s.+電流感測器

精確度 

4.頻率範圍：0.5Hz 到 5kHz 

5.頻段 DC：0.5Hz 到 150kHz 

1 台 495,300 495,300 

提供電能監控系統

之設計及應用相關

課程使用 

電機系 

【精進特色】 

2.1 建構電動機驅動器設計及測試系統

設備(p.55) 

2.1.1 建立電動機驅動軟體設計及分析

能力。 

2.1.2 建立電動機驅動硬體測試分析能

力。 

2.2 建構電動機性能分析量測系統設備 

2.2.1 建立電動機驅動性能測試能力。 

2.2.2 建立電動機驅動性能測試及設計

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15 
類比伺服控制

器系統 

1.永磁式直流馬達,24V 

2.電壓：12V 以上 

3.速度：2000 rpm 以上 

4.輸出功率：8W 以上 

5.位置輸入、輸出電位器，操作電壓

±10V 

1 台 350,000 350,000 
教學研究設備汰舊

換新 
電機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電機專業能力養成(p.55) 

1.1.1 提供充足電機實習材料和教學事

務費。 

1.1.2 電機專業實驗室設備維護，使儀

器皆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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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16 
生醫電子整合

平台 

含血氧濃度偵測、呼吸速率量測、

心電圖量測、血壓量測 
10 套 45,000 450,000 

提供銀髮族健康照

護服務系統應用專

題等相關課程使用 

電子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電子專業能力養成(p.53) 

1.1.1 充實實習材料和教學事務費。 

1.1.2 維護專業實驗室設備，提高學習

成效。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17 網路交換器 

1.媒體類型：Auto-MDIX>雙工：

10BASE-T/100BASE-TX/100BASE-

TX：半雙工或全雙工 

2.記憶體與處理器 

3.512KB 快閃記憶體，封包緩衝大

小 5：12KB 

24 台 14,000 336,000 

現有各研討實習室

及視聽教室之設備

更新增購 

資管系 

【基礎面向】 

1.1 發展對應技能之實務課程(p.73) 

1.1.4 購買(更新)課程所需之軟硬體教

具設備。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18 BOSS 系統 雲端版 1 套 300,000 300,000 
汰舊換新，提升教

學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1 落實管理實務探究能力(p.69) 

6.1.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經營管

理實務現象分析研究環境。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19 
智慧型手機開

發平台 
含機器人週邊模組 10 套 23,790 237,900 

供銀髮族健康照護

服務系統應用專題

相關課程使用 

電子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電子專業能力養成(p.53) 

1.1.1 充實實習材料和教學事務費。 

1.1.2 維護專業實驗室設備，提高學習成

效。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20 
虛擬磁碟集中

管理軟體 

61 個授權，遠端管理介面採用微

軟.vhd 格式 
1 套 220,000 220,000 

新增購現有各研討

實習室之設備，做

為學生專業訓練、

課程品保、精進教

學之用。 

資管系 

【基礎面向】 

1.1 發展對應技能之實務課程(p.73) 

1.1.4 購買(更新)課程所需之軟硬體教

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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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21 
智慧型機器人

控制模組 

含機器人控制模組及機器人遙控模

組 
5 台 41,000 205,000 

供實驗課程創作及

參與競賽研發模組

使用 

電子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電子專業能力養成(p.53) 

1.1.1 充實實習材料和教學事務費。 

1.1.2 維護專業實驗室設備，提高學習

成效。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22 
DC 馬達教學

實驗平台 

1.馬達扭力：0.033，終端阻抗：

8.7ohms。 

2.線性放大器最大輸出電壓：24V；

電流：5A；最大輸出電力：120W。 

3.電阻器：1.0A/V；編碼器解析度：

2048lines。 

2 台 80,500 161,000 
提供大學部教學課

程使用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2聚焦CNC工具機操作與加工件量測

技術(p.51)  

2.2.1 擴充多軸加工實驗室及機電工場。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23 
電子電路整合

實驗平台 

1.可用於工程教育設計和原型製作

平台 

2.內建儀器虛擬儀控套件 

(1)示波器 2 組通道；取樣率：

100MS/s 

(2)多功能數位電錶解析度：5Ωdigits 

(3)波德圖分析儀頻率範圍：1Hz to 5 

MHz 

(4)動態訊號分析儀頻率範圍：高達

50 MHz 

(5)函式產生器 1 組通道；頻率範

圍：0.186 Hz to 5 MHz(sine) 

1 台 150,000 150,000 
提供大學部教學課

程使用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2聚焦CNC工具機操作與加工件量測

技術(p.51)  

2.2.1 擴充多軸加工實驗室及機電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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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24 
電動機控制軟

體 

1.支援二維或三維圖形、條狀圖，儀

表，數字讀值等模擬結果顯示 

2.支援快速準確的線性、非線性、連

續時間、離散時間、單輸入單輸出、

多輸入多輸出、多速率、和混合動

力系統 

1 套 150,000 150,000 

教學設備添購，協

助電機機械實習原

理理解與電機之組

合實務使用 

電機系 

【精進特色】 

2.1 建構電動機驅動器設計及測試系統

設備(p.55) 

2.1.1 建立電動機驅動軟體設計及分析

能力。 

2.1.2 建立電動機驅動硬體測試分析能

力。 

2.2 建構電動機性能分析量測系統設備 

2.2.1 建立電動機驅動性能測試能力。 

2.2.2 建立電動機驅動性能測試及設計

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25 NX 軟體 CAD/CAM 電腦輔助設計/製造軟體 2 套 90,000 18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 大 學 部

CAD/CAM 教學用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1 培育學生機械製造核心技術 (p.51)  

2.1.1 整合CAD/CAM/CAE/CAI基礎設

備及相關軟體。 

2.1.2 開設強化課程、增廣實習及補強或

補救教學課程。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26 
MasterCAM

軟體  

CAM3D/CAD/CAM 電腦輔助製造

軟體 
2 套 60,000 12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 大 學 部

CAD/CAM 教學用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1 培育學生機械製造核心技術 (p.51)  

2.1.1 整合CAD/CAM/CAE/CAI基礎設

備及相關軟體。 

2.1.2 開設強化課程、增廣實習及補強或

補救教學課程。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27 光譜管實驗組 

1.管實驗組(8 支) 

2. 總長 260mm ，觀測毛細管長

100mm;A 

1 套 16,000 16,000 

改 善教 學儀 器設

備，提升物理科教

學品質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28 
Qt易感測實驗

數據擷取器 

1.插入式 SmartQ 感測器數量：2 數

位 

2.解析度：4μs數位 

1 台 12,000 12,000 

改 善教 學儀 器設

備，提升物理科教

學品質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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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29 複合式正弦台 

L150xW150xH100mm 可從 X.Y 兩

個方向上進行角度傾斜(0~45 度)可

一次從兩個方向成型工件磨削。  

1 台 16,000 16,000 
教學設備添購，量

測共種樣式之工件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2聚焦CNC工具機操作與加工件量測

技術(p.51)  

2.2.1 擴充多軸加工實驗室及機電工場。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30 
靜力平衡力矩

實驗裝置 

直徑 370×厚 13mm 

(含砝碼及水平儀) 
1 套 14,000 14,000 

改 善教 學儀 器設

備，提升物理科教

學品質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31 

薄透鏡及面鏡

成像光學實驗

裝置 

1.光學滑軌、滑塊組 

2.LED 冷光光源組 

3.實驗鏡片五組 

1 套 17,000 17,000 

改 善教 學儀 器設

備，提升物理科教

學品質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32 
轉動慣量測量

實驗裝置 

1.實驗台座：300mm×100mm×50mm 

2.輕滑輪 ψ50mm 

3.轉動圓盤：ψ254mm，厚 25.4mm 

4.鋁製轉動橫桿附刻度尺 

1 套 29,000 29,000 

改 善教 學儀 器設

備，提升物理科教

學品質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33 

轉動慣量與角

加速度實驗裝

置 

含：實驗台、固定座、圓棒滑輪、L

型砝碼架、水平儀等 
1 套 12,000 12,000 

改 善教 學儀 器設

備，提升物理科教

學品質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34 穩壓器 

1.輸入電源:I/P：3Φ4W190/110V、

O/P：3Φ4W190/110V 

2.輸入電源變動範圍:±15% 

3. 輸 入 頻 率 變 動 範 圍 :50 或

60HZ±5% 

4.輸出電壓穩定度:±1-3.2%(當輸入

電壓與負載同時在額定範圍做變動

時) 

5.輸出電壓可調設定:±10%調整 

1 部 48,000 48,000 

建置特色實習室，

提供學生進行專業

學習 

數位系 

【精進特色】 

2.2 創意動漫公仔商品開發(p.93) 

2.2.2 加強產學合作，擴展師生視野，

了解產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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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35 鑄鐵平台 

L450×W300×H100mm 工作面採用

刮研工藝工作面可以設計圓孔、長

方孔、方孔、T 型槽、U 型槽、V

型槽平面度為 B 級或 2 級以上 

2 台 26,500 53,000 
添購教學設備，放

置堆規及正弦台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2聚焦CNC工具機操作與加工件量測

技術(p.51)  

2.2.1 擴充多軸加工實驗室及機電工場。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36 高速掃描器 
高速雙面掃描自動送紙 CCD 影像

感測器高速 USB 2.0  
1 台 20,000 20,000 

建置特色實習室，

提供學生進行專業

學習 

數位系 

【精進特色】 

2.2 創意動漫公仔商品開發(p.93) 

2.2.2 加強產學合作，擴展師生視野，

了解產業動態。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37 液晶電視 32 吋以上 1 台 20,000 20,000 
建構完備教學設施

與環境 
創意學程 

【基礎面向】 

1.2 培養商業基礎能力(p.75) 

1.2.1 改善專業教的硬體設施，購置簡

報、專案管理和影片編輯製作軟

體，以完備商業化的實作環境，

提供學生創意和商業的實作環

境，增進學生的商業管理和影音

行銷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38 個人電腦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8 台 26,500 212,000 教學研究設備添購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自籌款 

A-103a-39 個人電腦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5 台 26,500 132,500 
添購專業特色教室

基礎設施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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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a-40 筆記型電腦 

1.15 吋 /Core i7/記憶體 8GB/硬碟

1TB (Windows 作業系統) 

2.2G 獨立顯卡 

3.DVD Super Multi (DL) 

3 台 32,000 96,000 
添購專業特色教室

基礎設施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41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3 台 23,000 69,000 
添購專業特色教室

基礎設施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42 

多 M/E 虛擬數

位攝影行動導

播機 

1.虛擬行動導播機一台 

2.導播機控盤一組 

3.21 吋 LED 螢幕一台 

4.行動式藍綠幕一個 

5.行動導播機攜行箱 一個 

1 式 480,000 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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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43 
大容電腦文件

通關系統 

1.資料輸入 

2.表單列印 

3.資料匯入 

4.資料匯出 

5.表格的維護及新增 

1 套 300,000 300,000 
提升學生報關實務

技能 
國企系 

【精進特色】 

2.1 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與實務技能

(P.67) 

2.1.2 持續增設國際貿易與國際運籌相

關軟體並進行電腦更新，加強學

生國際貨物運送之實務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44 
專業用飛輪健

身車 

1.煞車系統：懸臂式煞車系統 

2.傳動皮帶：皮帶   

3.儀錶：3 個 LED 視窗，可監控轉

速、時間、距離、卡路里 

4.最大載重：130 公斤 

10 台 25,000 250,000 

購置體能檢測及訓

練器材並結合現有

相關儀器設備，促

進體育知能發展 。 

體育室 

【基礎面向】 

5.3 促進體育知能發展(p.34) 

5.3.3 強化運動競技實力。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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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a-45 輪拳手轉車 

1.尺寸：143x68x105cm 以上 

2.14 段曲柄擺臂調整可讓使用者能

夠隨心所欲訓練不同的肌肉群，力

學手握曲柄，快 速旋轉調整鈕，調

整處可 180 度旋轉 

3.8 種運動模式以及方向 

4.前方雙輪，兩側凹槽方便搬運移動 

5.最大載重：159KG    

1 台 99,441 99,441 

購置體能檢測及訓

練器材並結合現有

相關儀器設備，促

進體育知能發展 。 

體育室 

【基礎面向】 

5.3 促進體育知能發展(p.34) 

5.3.3 強化運動競技實力。 

自籌款 

A-103a-46 

UHF數位鎖定

同步翻譯導覽

麥克風系統 

UHF 高頻段切換頻點數 100 頻道寬

度 250KHz/腰掛式發射 1 台/接收

30 臺+專用充電/攜帶箱+桌上型發

射器 

1 組 200,000 200,000 
添購專業特色教室

基礎設施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47 
數位多功能講

桌 

含個人電腦、液晶螢幕、麥克風及

擴音機 

1.個人電腦：Core i3/記憶體 4G/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及光碟機 

2.液晶螢幕：19 吋液晶螢幕 

2 台 56,000 112,000 

機械系精密量測室

及 普通 教室 上課

用。 

機械系 

【基礎面向】 

1.1 奠定學生機械加工、設計製造、機

電整合與自動化能力(p.51)  

1.1.3 培養機械製造核心技術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48 
數位多功能講

桌 

含個人電腦、液晶螢幕、麥克風及

擴音機 

1.個人電腦：Core i3/記憶體 4G/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及光碟機 

2.液晶螢幕：19 吋液晶螢幕 

1 台 56,000 56,000 
添購專業特色教室

基礎設施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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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a-49 
Zbrush 單 機

教育版 

1.Zbrush 4R7 單機教育版

(Windows) 
1 套 26,759 26,759 

添購專業軟體教學

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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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50 頭皮檢測儀 

螢幕：12 吋液晶顥示器 

鏡頭：80 萬畫素 CCD,200 倍鏡頭以

上規格 

3 台 33,000 99,000 美髮課程教學用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實務技能(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51 彩妝噴槍組 含噴槍,壓縮機,噴槍槍架 3 組 21,000 63,000 整體造型教學用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美甲專業設備(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52 
專業噴槍小套

組 

含噴槍,掌上型迷你空壓機,噴槍專

專用槍套 
3 組 11,000 33,000 整體造型教學用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美甲專業設備(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53 客房服務車 
雙邊 /150×55×125cm±5%/含附掛備

品箱 
2 台 20,000 40,000 

添購專業特色教室

基礎設施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54 縫紉機 

電壓 110V/60HZ 

車縫每分鐘 850 針 

一步驟開釦眼 

具自動穿線裝置 

上下針定位裝置 

電子式手控及腳控操作 

3 台 11,800 35,400 
多媒材創意課程教

學用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實務技能(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3a-55 縫紉機 

電壓 110V/60HZ 

車縫每分鐘 850 針 

二步驟開釦眼 

具自動穿線裝置 

3 台 10,800 32,400 
多媒材創意課程教

學用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實務技能(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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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3a-56 電動投影布幕 電動式 120 吋布幕 1 幅 12,000 12,000 
添購專業特色教室

基礎設施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57 個人電腦 

1.i5/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1.5 吋以上 

1 台 21,500 21,500 

教學設備購置，供

大學部材料實驗教

學用  

機械系 

【基礎面向】 

1.1 奠定學生機械加工、設計製造、機

電整合與自動化能力(p.51)  

1.1.3 培養機械製造核心技術能力。 

自籌款 

A-104-58 個人電腦 

1.i5/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4 台 22,000 88,000 

教學設備改善，提

供多元化多媒體教

學設備，並改善教

學技能品質  

幼保系 

【精進特色】 

2.4 提升創作能量(p.81) 

2.4.2 執行美感創作領域就業學程。 

自籌款 

A-104-59 個人電腦 

1.i5/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6 台 22,000 132,000 教學研究設備添購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擴

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60 個人電腦 

1.i5/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3.還原卡 

5 台 23,000 115,000 教學設備汰舊換新  工管系 

【精進特色】 

2.6 強化工作研究專業能力養成(p.57) 

2.6.1 進行工作研究教學設備汰舊更

新，強化實作教學品質。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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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61 個人電腦 

1.i5/8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3.還原卡 

62 台 24,000 1,488,000 
電腦教室設備汰舊

換新  
電機系 

【基礎面向】 

1.2 培養電機專業模擬應用技能(p.55) 

1.2.1 電腦教室設備更新，以符合新版

應用軟體之需求，提升教學品質。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62 個人電腦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1.5 吋以上 

1 台 25,500 25,500 
整體造型專業教室

及專業攝影使用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整體造型及專業攝影空間設備

(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63 個人電腦 

1.i5/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3.還原卡 

4.獨立顯示卡 

59 台 25,800 1,522,200 

創意機構設計與應

用實驗室電腦教室

設備汰舊換新   

機械系 

【精進特色】 

2.1 培育學生機械製造核心技術(p.51)  

2.1.1 整合CAD/CAM/CAE/CAI基礎設

備及相關軟體。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64 個人電腦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5 台 26,500 132,500 
教學研究設備汰舊

換新 
國企系 

【精進特色】 

4.2 積極參與產學計畫撰寫(p.67) 

4.2.1 鼓勵老師與業者進行產學合作或

與開發相關證照題庫模擬考軟

體。 

自籌款 

A-104-65 個人電腦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61 台 26,500 1,616,500 
建置新大樓電腦專

業教室設備  
休運系 

【基礎面向】 

1.1 強化產業管理基礎服務知能(p.85) 

1.1.2 新增電腦教室設備，以符合新版應

用軟體之需求，提升教學品質。 

【精進特色】 

3.1 完善休閒產業專業教室設備與環境 

3.1.3 擴充活動事件管理專業教室軟硬

體設備。 

3.2 培養休閒產業實務人才 

3.2.3 強化活動事件產業規劃與操作執

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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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66 個人電腦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1 台 26,500 26,500 
充實創意企劃實習

室設備  
創意學程 

【精進特色】 

3.1 增進行銷企劃能力(p.75) 

3.1.1 充實創意企劃實習室的軟硬體設

施，提供學生進階的商務模擬情

境，以提昇學生商務實作技能。 

自籌款 

A-104-67 個人電腦 

1.i7/8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5 台 27,500 137,500 教學設備汰舊換新  工管系 

【基礎面向】 

1.1 建構優化的學習及行政環境(p.57) 

1.1.1 添購多媒體教學設備，與辦公行政

設備汰舊換新。 

自籌款 

A-104-68 個人電腦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7 吋以上 

4 台 28,500 114,000 

供師資生使用電腦

學習學校雲端平台

上之教育專業科目  

師培中心 

【基礎面向】 

5.4 培育中等教育師資(p.34) 

5.4.1 提升教檢通過比率。 

5.4.2 推動學生服務學習。 

5.4.4 申設教育相關專班。 

自籌款 

A-104-69 個人電腦 

1.i7/8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3.還原卡 

21 台 28,500 598,500 教學設備汰舊換新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1 落實管理實務探究能力(p.69) 

6.1.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經營管

理實務現象分析研究環境。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70 個人電腦 

1.i7/8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7 吋以上 

9 台 29,500 265,500 

博 雅課 程教 學設

備、物理實驗設備

汰舊換新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自籌款 

A-104-71 個人電腦 

1.i7/8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3.6 吋以上   

3.1GB 獨立顯示卡 

2 台 38,000 76,000 教學研究設備添購   數位系 

【精進特色】 

2.2 創意動漫公仔商品開發(p.93) 

2.2.2 加強產學合作，擴展師生視野，

了解產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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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72 個人電腦主機 
i5/4GB RAM/1TB HDD/DVD 燒錄

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11 台 18,000 198,000 

專業教室設備汰舊

換新  
金融系 

【基礎面向】 

1.1 優化金融教學研究空間(p.71) 

1.1.1 營造金融資訊環境，建構金融資訊

平台。 

自籌款 

A-104-73 個人電腦主機 

1.i5/8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還原卡 

54 台 20,000 1,080,000 
電腦教室設備汰舊

換新  
觀光系 

【基礎面向】 

1.1 培育觀光服務管理專業知能(p.87) 

1.1.1 汰換旅運電腦教室軟硬設備，輔助

強化旅運專業課程。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74 個人電腦主機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

錄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還原卡 

15 台 23,000 345,000 教學設備汰舊換新 國企系 

【精進特色】 

2.1 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與實務技能

(p.67) 

2.1.2 持續增設國際貿易與國際運籌相

關軟體並進行電腦更新，加強學

生國際貨物運送之實務能力。 

自籌款 

A-104-75 筆記型電腦 

1.15.6 吋/Corei5/記憶體 4GB/硬碟

500GB(Windows 作業系統) 

2.2G 獨立顯卡 

3.DVDSuperMulti(DL) 

8 台 22,500 180,000 
行動教學、專題與

研究基礎設備。  
資管系 

【精進特色】 

2.2 強化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實務技能

成效（p.73） 

2.2.1 推動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證照以

提升老師(學生)實務技能，並積極

鼓勵老師(學生)參與研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76 筆記型電腦 

1.15 吋/Corei5/記憶體 4GB/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 

2.2G 獨立顯卡 

3.DVDSuperMulti(DL) 

3 台 27,500 82,500 

教學設備添購，協

助實務課程 E 化行

動教學  

金融系 

【基礎面向】 

1.2 創造金融資訊學習情境(p.71) 

1.2.2 充實金融學習資源與金融證照競

賽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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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77 筆記型電腦 

1.15 吋/Corei5/記憶體 4GB/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 

2.2G 獨立顯卡 

3.DVDSuperMulti(DL) 

6 台 27,500 165,000 教學設備添購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78 筆記型電腦 

1.15 吋/Corei5/記憶體 4GB/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 

2.2G 獨立顯卡 

3.DVDSuperMulti(DL) 

2 台 27,500 55,000 
添購教學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基礎面向】 

1.1 建構優化的學習及行政環境(p.57) 

1.1.1 添購多媒體教學設備，與辦公行政

設備汰舊更新。 

1.1.2 改善教學空間，強化教學品質，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精進特色】 

2.4 培訓學生建立操作生產排程系統軟

體之能力 

2.4.2 培訓學生參與全國性智慧機器人

競賽，增強符合業界需求的技術

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79 筆記型電腦 

1.15 吋/Corei7/記憶體 8GB/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 

2.2G 獨立顯卡 

3.DVDSuperMulti(DL) 

4 台 32,000 128,000 
購置互動技術應用

之相關設備  
資工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互動技術應用實驗室」(p.61) 

3.1.2 購置互動技術應用之相關設備。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80 筆記型電腦 

1.15 吋/Corei7/記憶體 8GB/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 

2.2G 獨立顯卡 

3.DVDSuperMulti(DL) 

3 台 32,000 96,000 
博雅課程教學設備

汰舊換新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97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81 筆記型電腦 

1.15.6 吋/Corei7/硬碟

1TB/Windows8 作業系統 

2.電競繪圖效能 4G 獨立顯示卡 

3.DVDSuperMulti(DL)/ 

1 台 47,900 47,900 
教學設備添購，支

援學生校外實習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2 加強時尚造型設計專業能力養成

(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82 單槍投影機 3000ANSI 流明(含)以上，WXGA 1 台 22,000 22,000 
建置新大樓專業教

室設備  
休運系 

【基礎面向】 

1.1 強化產業管理基礎服務知能(p.85) 

1.1.2 新增電腦教室設備，以符合新版應

用軟體之需求，提升教學品質。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83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3 台 23,000 69,000 
添購教學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基礎面向】 

1.1 建構優化的學習及行政環境(p.57) 

1.1.2 改善教學空間，強化教學品質，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84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1 台 23,000 23,000 
整體造型專業教室

及專業攝影使用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整體造型及專業攝影空間設備

(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85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3 台 23,000 69,000 
專業教室設備汰舊

換新  
金融系 

【基礎面向】 

1.1 優化金融教學研究空間(p.71) 

1.1.1 營造金融資訊環境，建構金融資訊

平台。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86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6 台 23,000 138,000 
協助實驗室設備儀

器運作  
資工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專業基礎設備(p.61) 

1.1.2 持續維護實驗室之設備儀器，使其

皆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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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87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2 台 23,000 46,000 

添購教學設備，提

供教師、學生上課

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88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5 台 23,000 115,000 
教學活動儀器設備

汰舊換新  
應外系 

【基礎面向】 

1.1 精進學生商務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p.83) 

1.1.2 強化學生商務英文簡報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89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1 台 23,000 23,000 
添購專業特色教室

基礎設施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1 配合課程需求，增設觀光及旅館管

理教學空間及設備。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90 單槍投影機 45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1 台 23,000 23,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升產學互動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2 多元產業經驗學習(p.69) 

6.2.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視聽教

學研討環境。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91 單槍投影機 50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2 台 31,000 62,000 
專業教室視聽設備

更新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2 加強時尚造型設計專業能(p.79) 

1.2.2 舉辦時尚造型研討會。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92 單槍投影機 5000ANSI 流明(含)以上，XGA 1 台 31,000 31,000 添購教學設備 師培中心 

【基礎面向】 

5.4 培育中等教育師資(p.34) 

5.4.1 提升教檢通過比率。 

5.4.2 推動學生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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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93 行動性小吃車 

1.W90cm×D60cm 以上 

2.腳踏車總長 210cm 以上 

3.含梅花形瓦斯爐架保溫 

2 台 56,000 112,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中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94 ST 雙層車架 H60cm×W160cm×D70cm 以上 1 台 13,800 13,8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學生餐廳實作課

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95 蛋糕架 10 層 4 柱 6"~24"鋁合金(含蛋糕模) 1 組 10,000 1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96 不銹鋼台車 
插盤台車櫃六面包附不銹鋼 

760×530×1800mm 以上(附鎖) 
2 台 17,500 35,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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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97 切麵條機 
方型切刀與圓型切刀(附輪子可移

動) 
2 台 75,000 15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98 加壓空氣機 
1HP 以上，空氣壓力 6kg/m2 或以

上，加壓空氣清潔用附空氣噴槍 
1 個 16,800 16,8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99 可麗餅機 

1.電熱型(含不鏽鋼置放車、T 形操

作柄) 

2.W460×D400×H220mm 以上 

3.電源:220V/2200W 

6 台 14,000 84,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0 巧克力定溫鍋 

1.容量：3.5 公升 

2.電壓：220V(含 110V 轉 220V 變壓

器) 

3 台 17,500 52,5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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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01 冰淇淋機 

1.尺寸:36×71×66cm 以上 

2.電壓:220V/單相 

3.冷卻方式：冷氣式 

1 台 400,000 40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2 霜淇淋機 

1.尺寸：長 64×深 91×高 152cm 以上 

2.冷凍缸：3.4L×2 

3.儲料槽：18.9L×2 

3.電壓：220V230V/50/60Hz/1Ph 

1 組 400,000 40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3 吐司切片機 

1.尺寸：宽 470×深 720×高 720mm

以上 

2.电压:單相 

3.含不鏽鋼置放車 

1 台 25,500 25,5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4 
多用途食物調

理機 
電力:110v/單相/60Hz 2 台 68,600 137,2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西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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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05 冷凍冰箱 

1.120×90×200cm 以上 

2.1∮-220V-15A，採用無霜送風式 

3.四門立式、插盤式 

1 台 65,000 65,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6 冷藏冰箱 

1.120×90×200cm 以上 

2.1∮-220V-10A，採用無霜送風式 

3.四門立式、插盤式 

1 台 60,000 6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7 臥式冰箱 

1.H85cm×W150cm×D90cm 以上 

2.塑膠透明蓋 

3.活動式 

1 台 38,500 38,5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西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8-

1 

活動四層棚架

車 
150×40×180cm 以上(含裝四輪) 3 台 15,000 45,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中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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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08-

2 

活動四層棚架

車 
120×40×180cm 以上(含裝四輪) 1 台 16,800 16,8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中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8-

3 

活動四層棚架

車 
90×40×180cm 以上(含裝四輪) 1 台 14,000 14,000 

本設備提供中餐課

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09 活動廚櫃車 260×35×100cm 以上(含裝六輪) 1 台 19,600 19,6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教師、學生上課

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10 紅豆餅機 

1.方形 

2.模板尺寸：27×25×2.5cm 以上 

3.機台尺寸：電熱型 26×45×15cm 以

上(含不鏽鋼置放車) 

6 台 17,500 105,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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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11 美式碳烤爐台 140×60×30cm 以上(含爐台架車) 1 部 70,000 7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學生餐廳實作課

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12 乾燥機 
熱風可調溫，底附不鏽鋼盤，內部

高度 120 公分以上 
1 台 60,000 6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13 移動式工作台 185×85×85/95cm 以上 2 台 35,000 7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西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14 章魚燒機 

1.功率：2KW 

2.電壓：220V 附 110V 轉 220V 變壓

器(含置放車) 

6 台 10,000 6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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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15 蛋捲機 
1.機身採用不銹鋼材質 

2.電熱式 220V.瓦數；2400 瓦 
6 台 21,000 126,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16 單水槽 150×90×85/100cm 以上 1 台 16,100 16,1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中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17 義式咖啡機 

1.含定量磨豆機尺寸 :長 190× 深

360×510mm 以上 

2.電壓 220/380V 

3.功率 5000~5900W 

4.電源/頻率 60Hz 

5.定量功能設定 

1 台 205,000 205,000 

配合課程需求，增

購設備，提升教學

效果。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擴

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18 義式咖啡機 含磨豆機及 RO 過濾系統 1 台 165,000 165,000 專業教室設備添購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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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19 
多功能煎盤活

動車 

1.L600×D600×H330mm 以上 

2.落地型 
3 座 17,500 52,5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中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20 製麵條機 

1.L1900×W500×H1200(mm)以上 

2.馬力 1HP 

3.方型切刀或圓型切刀(附輪子可移

動) 

4.落地型 

2 台 68,000 136,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21 蒸箱 

1.不鏽鋼製 

2.每層可放W46×D59×H5cm以上網

盤，單門式，附輪可移動 

3 台 68,000 204,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22 煎台 

1.W600×D600×H300(mm)以上 

2.電源：220V/4000W(含不鏽鋼置放

車) 

6 台 30,000 18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烘焙實作課程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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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23 碎冰機 
1.40×40×78cm 以上 

2.容量：28kg 
1 台 33,600 33,600 專業教室設備添購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24 壓(延)麵機 
2HP 以上，滾輪直徑 14cm、長度

23cm 以上(含不銹鋼移動式置放車) 
2 個 65,000 130,000 

提供烘焙實作課程

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25 平口高湯爐 
寬 112×深 70×高 45cm 以上(含車

架、雙口式) 
2 台 20,000 40,000 提供西餐課程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26 雙層上架 200×30×50/80cm 以上 1 台 14,000 14,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教師、學生上課

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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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27 單層上架 70×70×38cm 以上 1 台 10,000 10,000 

教學設備添購，提

供教師、學生上課

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28 雞蛋糕機 
1.2 翻外銷款爐台×1 

2.加工模具×2 (含不鏽鋼置放車) 
6 台 14,000 84,000 

提供烘焙實作課程

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29 鬆餅機 

1.尺寸：L540×W240×H210(mm) 以

上 

2.電壓：110V/60Hz 

3.消耗功率：1000W (含不鏽鋼置放

車) 

6 台 14,000 84,000 
提供烘焙實作課程

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30 鯛魚燒機 

1.電壓：110V 及 220V 

2.Power：1500W 

3.六孔機型(含不鏽鋼置放車) 

6 台 17,500 105,000 
提供烘焙實作課程

使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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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31 
數位多功能講

桌 

含個人電腦、液晶螢幕、麥克風及

擴音機 

1.個人電腦：Core i3/記憶體 4G/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及光碟機 

2.液晶螢幕：19 吋液晶螢幕 

3 台 56,000 168,000 

多功能會議室設備

與 E 化普通教室設

備汰舊換新  

應外系 

【基礎面向】 

1.1 精進學生商務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p.83) 

1.1.2 強化學生商務英文簡報能力。 

1.2 建構商務英文簡報情境教室 

1.2.1 強化學生商務專業技能之養成。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32 
數位多功能講

桌 

含個人電腦、液晶螢幕、麥克風及

擴音機 

1.個人電腦：Core i3/記憶體 4G/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及光碟機 

2.液晶螢幕：19 吋液晶螢幕 

3 台 56,000 168,000 
專業教室添購教學

設備  
休運系 

【基礎面向】 

1.1 強化產業管理基礎服務知能(p.85) 

1.1.2 新增電腦教室設備，以符合新版應

用軟體之需求，提升教學品質。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33 
數位多功能講

桌 

含個人電腦、液晶螢幕、麥克風及

擴音機 

1.個人電腦：Core i3/記憶體 4G/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及光碟機 

2.液晶螢幕：19 吋液晶螢幕 

1 台 56,000 56,000 

添購教學設備，供

教師、學生上課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34 
數位多功能講

桌 

含個人電腦、液晶螢幕、麥克風及

擴音機 

1.個人電腦：Core i3/記憶體 4G/硬碟

1TB(Windows 作業系統)及光碟機 

2.液晶螢幕：19 吋液晶螢幕 

1 台 56,000 56,000 
教學研究設備汰舊

換新 
企管系 

【精進特色】 

4.1 強化門市經營能力養成(p.69) 

4.1.1 建構門市經營管理能力認證檢定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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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35 
數位多功能講

桌 

含擴大機、有線、無線麥克風、電

腦(含無線滑鼠鍵盤)、置放櫃，四個

喇叭 

1 台 70,000 70,000 

添購教學設備，供

教師、學生上課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36 
數位多功能講

桌 

1.複合式材料一體成型。 

2.單槍、電腦、投影布幕升降、影音

等開關控制。 

2 台 38,000 76,000 
教學研究設備汰舊

換新 
企管系 

【基礎面向】 

1.1 企管專業能力養成(p.69) 

1.1.2 提供現代化教學設備，以提升教

學品質。 

【精進特色】 

2.1 強化行銷企劃實務 

2.1.1 更新軟硬體設備，建構友善的行銷

企劃實務學習環境。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37 教學廣播設備 
含：綜合擴大機、可調式無線麥克

風、高傳真喇叭 
2 組 36,000 72,000 

添購教學設備，供

教師、學生上課使

用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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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38 教學廣播設備 
含：綜合擴大機、可調式無線麥克

風、高傳真喇叭 
1 組 36,000 36,000 

電腦專業教室設備

添購  
休運系 

【基礎面向】 

1.1 強化產業管理基礎服務知能(p.85) 

1.1.2 新增電腦教室設備，以符合新版應

用軟體之需求，提升教學品質。 

【精進特色】 

3.1 完善休閒產業專業教室設備與環境 

3.1.3 擴充活動事件管理專業教室軟硬

體設備。 

3.2 培養休閒產業實務人才 

3.2.3 強化活動事件產業規劃與操作執

行系統。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39 教學廣播設備 

含：綜合擴大機、可調式無線麥克

風(含:雙手握及雙頭戴麥克風)、高

傳真喇叭×2 

1 組 48,000 48,000 
整體造型專業教室

及專業攝影使用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整體造型及專業攝影空間設備

(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40 教學廣播設備 含：綜合擴大機及高傳真喇叭 1 組 20,000 20,000 提升教學研究環境  金融系 

【基礎面向】 

1.1 優化金融教學研究空間(p.71) 

1.1.1 營造金融資訊環境，建構金融資訊

平台。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41 移動式擴音機 

1.含雙手握麥克風、CD 座+USB 

2.70W(rms)功率輸出 

3.8 吋全音域喇叭 

1 組 25,000 25,000 

教學設備改善，提

供多元化多媒體教

學設備，改善教學

技能品質  

幼保系 

【精進特色】 

2.1 擴增微型教學設備以運用教學演示

觀摩(p.81) 

2.1.3 教學技能集中訓練。 

獎勵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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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42 移動式擴音機 

1.攜帶式專業音響系統 

2.內建的音調控制可提升高頻及低

頻音效 

3.可擴充兩組無線麥克風系統的預

留插槽空間 

2 台 42,000 84,000 添購教學研究設備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43 教學廣播系統 
含：主控台、分配器、教師機、學

生機，可供 60 台 PC 使用 
1 套 129,800 129,800 

添購實驗室設備，

協助儀器運作  
資工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專業基礎設備(p.61) 

1.1.2 持續維護實驗室之設備儀器，使其

皆能正常運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44 教學廣播系統 含教師機、學生機 1 對 2，共 8 組 1 套 45,000 45,000 
充實創意多媒體實

習室設備  
創意學程 

【基礎面向】 

1.2 培養商業基礎能力(p.75) 

1.2.1 改善專業教的硬體設施，購置簡

報、專案管理和影片編輯製作軟

體，以完備商業化的實作環境，

提供學生創意和商業的實作環

境，增進學生的商業管理和影音

行銷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45 實物提示機 

1.16 倍變焦鏡頭 

2.攝像範圍：420×315mm>A3 

3.動態攝像 30fps 

1 台 26,000 26,000 建置美甲專業教室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美甲專業設備(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46 實物提示機 

1.20 倍變焦鏡頭 

2.5 倍數位式放大具 LED 輔助照明

燈管 

3.工作臺面尺寸 457×342mm 以上 

4.標準 NTSC/VGA 輸出/HDMI 輸出 

5.影像擷取、預視、儲存、動態影音

錄影等功能 

1 台 31,000 31,000 教學設備添購  師培中心 

【基礎面向】 

5.4 培育中等教育師資(p.34) 

5.4.1 提升教檢通過比率。 

5.4.2 推動學生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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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47 

模 組 化 進 階

Arduino 教學

實驗平台 

含基本感測器：ADCVR 輸入、PWM

類比輸出、亮度轉類比輸入、直流

馬達、步進馬達、超音波感測器、

IR 紅外線感測器、溫濕度感測模組 

25 套 82,800 2,070,000 
互動技術應用之相

關設備  
資工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互動應用實驗室設備(p.61) 

3.1.2 購置互動技術應用之相關設備。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48 
高階無線感測

網路開發系統 

含：嵌入式閘道板、網路協調器、

模擬器、網路節點板(搭配每個感測

器)、霍爾感測器模組、模組等 

15 套 91,500 1,372,500 
購置感測技術相關

設備  
資工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專業基礎設備(p.61) 

1.1.2 持續維護實驗室之設備儀器，使其

皆能正常運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49 數位討論桌 
防盜雙人氣壓式隱藏螢幕電腦桌，

長 160x 寬 70cm 
30 桌 35,710 1,071,300 

添購教學設備，供

上課討論使用 
企管系 

【基礎面向】 

1.1 企管專業能力養成(p.69) 

1.1.2 提供現代化教學設備，以提升教

學品質。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50 
數位儲存示波

器 
100MHz/2 通道 60 台 16,800 1,008,000 基礎儀器設備更新  電子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電子專業能力養成(p.53)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51 電磁波隔離器 

1.7*3*3 半電波暗房 

2.吸波體 120 片(含施工與測試因子

校正)-角錐 60×60×30mm；含背膠、

暗室地磚、屏蔽門銅彈片 

3.含自動控制量測軟體 

1 式 910,000 910,000 改善教學設備 電子系 

【精進特色】 

2.1 建構高階射頻元件量測技術(p.53) 

2.1.2 結合 HFSS 及 ANSYS Academic 

Research HF 模擬軟體，提升高階

射頻元件模擬設計之能力。 

自籌款 

A-104-152 
便攜式動作分

析系統 

1.採用磁慣性感測器、陀螺儀、加速

規、磁力計 

2.可從事 3D 慣性感測 

1 組 560,000 560,000 

添購教學設備，培

育學生儀器操作能

力   

休運系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p.85) 

2.1.1 增設團體性運動指 導系統。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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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53 網路儲存系統 

1.支援雙重安全性架構(Redundant) 

2.36GB 以上之快取記憶體 

3.儲存設備系統須支援 NFS、

CIFS、iSCSI 及 HTTP 等通訊協定進

行資料儲存。 

1 台 550,000 550,000 
網路管理及網路安

全教學使用 
資管系 

【精進特色】 

2.1 建置及擴充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設

備(p.73) 

2.1.2 購置儲存設備 NAS 與建立資源共

享機制以提供師生課程學習、師

生證照與校外實習等資料儲存備

份。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54 
虛擬磁碟集中

管理軟體 

1.支援 Windows7/8 之 VHD 架構軟

體系統 

2.遠端監控管理系統之 CPU/記憶體

/磁碟/網路之效能 

3.單一映像檔支援多種主機板適用 

4.61 個以上用戶端同時使用授權 

5.遠端管理介面採用微軟.VHD格式 

2 套 220,000 440,000 教學媒材儲管  資管系 

【精進特色】 

2.1 建置及擴充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設

備(p.73) 

2.1.1 導入虛擬機展示研究或專題成果。 

2.2 強化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實務技能

成效 

2.2.1 推動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證照以

提升老師(學生)實務技能，並積極

鼓勵老師(學生)參與研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55 

無限長距離藍

芽體適能偵測

平台 

1.10 人無線生理訊號即時傳輸記錄

器 

2.穿戴式導電纖維電極 

3.壓力衣 

4.USB 10 人座資料下載充電器 

5.長距離閘道器無阻礙收訊距離

270m 以上 

1 組 416,000 416,000 

添購教學設備，培

育學生儀器操作能

力  

休運系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p.85) 

2.1.1 增設團體性運動指 導系統。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56 
可程式恆溫恆

濕機 

1.內部尺寸：1000×800×1000(mm) 

±5% 

2.溫度範圍：-50°C~150°C 

3.濕度範圍：10% RH~98% H 

1 台 430,000 430,000 
大學部材料實驗教

學用  
機械系 

【基礎面向】 

1.1 奠定學生機械加工、設計製造、機

電整合與自動化能力(p.51)  

1.1.3 培養機械製造核心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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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57 防火牆系統 

1.支援虛擬路由器 3 個以上 

2.SSL 解密工作階段數量至少 1000 

3.支援 HA 功能，Active-Passive 及

Active-Active 模式 

4.須提供 8 個(含)以上

10/100/1000BaseTX 網路埠以滿足

介接需求 

5.設備在啟用應用程式識別功能，處

理效能須達 250Mbps(含)以上 

1 台 380,000 380,000 
網路管理及網路安

全教學使用  
資管系 

【精進特色】 

2.1 建置及擴充行動化與雲端應用之設

備(p.73) 

2.1.3 購置防火牆以防範科研成果及個

資等機密文件外洩並提供課程教

學使用。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58 動畫渲染軟體 
Lumion EDU 中文教育專業版 

30user 以上 
1 套 492,000 492,000 

購置專業電腦繪圖

軟體  
建築系 

【精進特色】 

3.2 強化工程實務競賽能力與產學合作

成效(p.59) 

3.2.1 提升電腦教學軟體與設備資源，並

導入實質業界操作之實務模擬。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59 
智慧型機器人

機構模組 

含伺服馬達×15 個、連接器、機器

人遙控器、HV-電池-9N-800mAh、

機器人各部位機構零件 

4 台 80,000 320,000 
實驗課程規劃及參

與競賽研發模組  
電子系 

【精進特色】 

3.1 智慧型機器人機電整合應用設計

(p.53) 

3.1.1 利用智慧型機器人控制模組及機

構模組，培養機電整合應用系統

的研發人才，並參與智慧型機器

人相關產學活動及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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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60 
Robomove 功

能訓練系統 

1.壁掛式彈力帶 

2.長度：1.2 公尺 
3 組 78,000 234,000 

供學生上課操作使

用，培育實作能力  
休運系 

【基礎面向】 

1.2 強化產業基礎實務技能(p.85) 

1.2.3 強化運動指導、養生保健與休閒活

動服務之基本實務技能養成系

統。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如：下

肢肌力訓練、便攜式身體組成分

析儀等）。 

2.1.3 增設便利性運動指導系統（如：彈

力帶訓練等）。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61 

ANSYS 

Academic 

Research HF

軟體 

靜電磁場,高頻結構模擬,微波輻射

特性, 近場, 遠場輻射電磁電工實

驗 

1 套 229,000 229,000 實驗室新增設備  電子系 

【精進特色】 

2.1 建構高階射頻元件量測技術(p.53) 

2.1.1 利用高階網路分析儀、信號產生器

等設施，建構高階射頻元件設計

及量測技術。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62 CPR 娃娃 

1.尺寸：身長 59cm(±2cm) 

2.重量：2kg(±0.1kg) 

3.材質：軟質橡膠 

4 具 52,000 208,000 

添購教學設備，提

供專業實作用，提

高保母考照率與教

材產出  

幼保系 

【基礎面向】 

1.2 強化保育照顧專業實作技能(p.81) 

1.2.3 採購技能檢定所屬娃娃類及相關

設備維護。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63 
證照模擬考試

題庫 

題庫類型：證券商業務員、證券商

高級業務員、期貨商業務員、投信

投顧人員、信託業務員 

1 套 202,800 202,800 
輔導學生考取專業

證照  
金融系 

【精進特色】 

3.3 精進學生理財規劃學習成效(p.71) 

3.3.1 強化金融專業證照成效。 

獎勵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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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64 
水泥砂漿拌合

機 

1.最大容量 5 公升 

2.不銹鋼桶及葉形攪拌器 

3.馬力：1HP 

4.電源：110V60Hz 

2 台 100,000 200,000 

配合材料科技之發

展，研發新材料試

體使用設備 

土木系 

【精進特色】 

3.1 加強專業領域之整合與應用(p.49) 

3.1.1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及資

訊等專業領域。 

3.3 強化永續營建教學與研究 

3.3.1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導入永續

營建概念，融入相關課程。 

3.3.2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營建之相關 研

究。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65 校正荷重元 

1.5、10、20、50、100、200Ton 等

精度範圍 

2.附認証試驗室校正報告 

3.數位式數值顯示器  (200Ton) 

1 組 200,000 200,000 

試 驗抗 壓機 校正

用，培訓學生參與

混凝土競賽用  

土木系 

【精進特色】 

3.1 加強專業領域之整合與應用(p.49) 

3.1.1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及資

訊等專業領域。 

3.3 強化永續營建教學與研究 

3.3.1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導入永續

營建概念，融入相關課程。 

3.3.2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營建之相關研

究。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66 
混凝土超音波

探測系統 

1.LCD 內建波形顯示 

2.遠端控制系統軟體

Velocilinx(Winows Vista & Win.7) 

3.頻率範圍:24~500KHz(依選擇探頭

而定) 

4.操作溫度:0°-50°C 

1 組 200,000 200,000 

用於多項非破壞檢

測技術基本檢測初

步評估  

土木系 

【精進特色】 

3.2 精進防災科技實務教學與產學合作

(p.49) 

3.2.1 加強檢測、監測、測量及管理等防

災科技實務教學與研究。 

3.2.2 鼓勵教師參與產官學相關防災研

究工作，增加產學合作計畫案

件，並加強防災教育。 

獎勵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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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67 

餐飲營運長模

擬經營競賽系

統 

1.使用介面：以 Web 的方式提供管

理端使用 

2.學員端可單機使用，也可連結伺服

器使用 

1 套 198,000 198,000 
添購教學軟體，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精進特色】 

3.1 建立經營管理相關實務暨參與經營

管理競賽能力(p.57) 

3.1.1 採購 RE 零售專家 模擬經營競賽

系統、MW 行銷贏家模擬經營競

賽系統與 COO 餐飲營運長模擬

經營競賽系統，培訓學生參與全

國性競賽。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68 
零售專家模擬

經營競賽系統 

1.使用介面：以 Web 的方式提供管

理端使用 

2.學員端可單機使用，也可連結伺服

器使用 

1 套 198,000 198,000 
添購教學軟體，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精進特色】 

3.1 建立經營管理相關實務暨參與經營

管理競賽能力(p.57) 

3.1.1 採購 RE 零售專家 模擬經營競賽

系統、MW 行銷贏家模擬經營競

賽系統與 COO 餐飲營運長模擬

經營競賽系統，培訓學生參與全

國性競賽。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69 
航空訂位系統

(Butterfly) 

電腦系統建議安裝規格如下：

1.RAM：128MB 以上 /HardDisc：

20GB 以上 

2.WINDOW 系統 

1 套 192,000 192,000 
輔助教學及考照練

習使用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70 

互動式大型展

演機器人設備

組 

1.人臉辨識功能 

2.語音互動功能 

3.多軸姿態展示控制 

4.障礙物偵測及閃避功能 

5.平台具體移動性功能 

6.機器人高度達 120 公分 

1 套 186,000 186,000 實驗室新增設備  電子系 

【精進特色】 

3.2 智慧型載具開發實務(p.53) 

3.2.1 利用互動式大型展演機器人設備

組、可擴充型競技機器人建立學

生智慧型載具實務開發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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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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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4-171 水平律動床 

1.7 段頻率速度調整，3 段自動程式 

2.產品尺寸  :2030×910×520mm(含

以上) 

3.承載重量 : 180 Kg(以下) 

4.電源 : AC100~120V 50/60Hz  

5.最大消耗功率 750W +變頻控制 

1 組 185,000 185,000 

添購教學設備，培

育學生儀器操作能

力  

休運系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p.85)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72 
eVSM 精實生

產軟體 
10 人版 1 套 166,000 166,000 

添購教學軟體，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精進特色】 

2.3 強化協助製造業解決生產規劃核心

問題的能力(p.57) 

2.3.1 導入精實生產實務為中心的生產

排程系統軟體進行實務教學。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73 

形狀判別與傳

送整合控制系

統 

1.機構安裝基板 

2.龍門式機械手臂移載機構 

3.皮帶式輸送機構 

4.形狀判別定位治具模組 

5.圓料出料斜坡模組 

6.方形料出料平台 

7.氣壓調理組 

8.氣壓電磁閥組 

9.光纖感測器及放大器 

10.靜電容近接感測器 

11.操作面盤組 

12.控制盤組 

13.工作台車 

1 組 158,000 158,000 

增 加實 驗機 台數

量，提高學生實作

經驗。 

電機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機電整合系統設備(p.55) 

3.1.1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設計。 

3.1.2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程式設計及應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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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74 

顏色辨別與姿

勢調整整合控

制系統 

1.機構安裝基板 

2.垂直雙桿滑台氣壓缸模組 

3.馬達附減速機構模組 

4.氣壓夾爪附治具模組 

5.180°旋轉氣壓缸模組 

6.真空吸盤模組 

7.進料座 

8.出料座及斜坡 

9.氣壓調理組 

10.氣壓電磁閥組 

11.真空產生器 

12.操作面盤組 

13.控制盤組 

14.工作台車 

1 組 158,000 158,000 

增 加實 驗機 台數

量，提高學生實作

經驗。 

電機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機電整合系統設備(p.55) 

3.1.1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設計。 

3.1.2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程式設計及應

用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75 

姿勢判別與換

向整合控制系

統 

1.機構安裝基板 

2.倉匣模組及定位治具 

3.水平推料氣缸模組 

4.垂直升降凸輪機構附驅動馬達模

組 

5.迴轉氣壓缸模組 

6.真空吸盤模組 

7.退料斜坡模組 

8.姿勢感測器模組 

9.氣壓調理組 

10.氣壓電磁閥組 

11.真空產生器 

12.操作面盤組 

13.控制盤組 

14.工作台車 

1 組 158,000 158,000 

增 加實 驗機 台數

量，提高學生實作

經驗。 

電機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機電整合系統設備(p.55) 

3.1.1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設計。 

3.1.2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程式設計及應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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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76 

材質分揀與加

工整合控制系

統 

1.機構安裝基板 

2.分度盤模組附驅動馬達 

3.蓋印垂直氣壓缸模組 

4.鑽孔垂直氣壓缸模組 

5.加工鑽孔馬達模組 

6.進料模組 

7.出料模組 

8.氣壓調理組 

9.氣壓電磁閥組 

10.操作面盤 

11.控制盤組 

12.工作台車 

1 組 158,000 158,000 

增 加實 驗機 台數

量，提高學生實作

經驗。 

電機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機電整合系統設備(p.55) 

3.1.1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設計。 

3.1.2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程式設計及應

用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77 
重量感測整合

控制系統 

1.重量感測模組 

2.時規皮帶滑台模組 

3.機械手臂模組 

4.電磁閥組 

5.操作面盤組 

6.控制盤組 

7.工作台車 

8.天平式重量感測輔助教材 

9.簡易型電梯重量感測輔助教材 

10.重量感測種類輔助教材 

1 組 158,000 158,000 

增 加實 驗機 台數

量，提高學生實作

經驗。 

電機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機電整合系統設備(p.55) 

3.1.1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設計。 

3.1.2 建立機電整合系統程式設計及應

用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78 
硬固混凝土溫

度記錄器 

1.1m 的測量距離最小被測物體直徑

可小至 36mm 

2.可外接一個接觸式測溫測棒 

3.放射率 0.2~1.0 可調式 

1 台 150,000 150,000 

試 驗抗 壓機 校正

用，培訓學生參與

混凝土競賽用  

土木系 

【精進特色】 

3.1 加強專業領域之整合與應用(p.49) 

3.1.1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及資

訊等專業領域。 

3.3 強化永續營建教學與研究 

3.3.1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導入永續

營建概念，融入相關課程。 

3.3.2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營建之相關研

究。 

獎勵補助

經費 



 

122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79 
物件導向模擬

軟體 

1.須具有 2D、3D 和虛擬實境(VR)

三種模式同時顯示功能。 

2.內建模型 AVI 錄製功能 

3.可支援 Windows 作業平台。 

1 套 136,000 136,000 
添購教學軟體，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精進特色】 

2.2 建構系統模擬教學環境(p.57) 

2.2.1 升級物件導向模擬軟體提升模擬

教學成效。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80 

可擴充型多功

能競技機器人

設備組 

1.感應式多軸夾爪機構 

2.前方障礙物影像識別功能 

3.環境障礙偵測陣列 

4.PC 輔助運算人臉辨識功能 

1 套 118,000 118,000 實驗室新增設備  電子系 

【精進特色】 

3.2 智慧型載具開發實務(p.53) 

3.2.1 利用互動式大型展演機器人設備

組、可擴充型競技機器人建立學

生智慧型載具實務開發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81 行動控制裝置 
64 位元架構的 A7 晶片與 M7 動作

感應協同處理器 
6 部 18,450 110,700 

供互動技術應用之

教學使用 
資工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互動技術應用實驗室」(p.61) 

3.1.2 購置互動技術應用之相關設備。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82 

CEO電子商務

認證考照版教

學實習平台 

教育版 1 套 100,000 100,000 
提升學生網路行銷

技能  
國企系 

【精進特色】 

3.1 採購會展活動之軟硬體設備，培養

會展規劃之能力(p.67) 

3.1.2 增設電子商務軟體、專案企劃撰寫

軟體，配合系上畢業模擬商展活

動。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83 
無線定位教學

實驗平台 

Beacons 定位器組，iMAC，

DeepFreezeStandard. 
1 套 95,000 95,000 

供互動技術應用之

教學使用  
資工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互動技術應用實驗室」(p.61) 

3.1.2 購置互動技術應用之相關設備。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84 

PowerChoice

決策支援分析

系統 

1.25 人版 

2.提供 VIKOR（折衷排序法）評分

模組。 

3.提供輸出專案結果至 Word 檔與

Excel 格式矩陣輸入輸出功能。 

1 套 85,900 85,900 輔助教學軟體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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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85 
行動影音內容

製播系統 

1.可攜帶型主機一台(i7/8G 記憶體

/60GSSD 主系統/2TBHDD) 

2.可攜帶型觸控 HDMI 液晶螢幕(提

供 USB 供電) 

3.防震型拖拉機箱(放置主機/螢幕/

行動製播所需影音線材) 

1 組 60,000 60,000 提升教學設備 企管系 

【精進特色】 

4.1 強化門市經營能力養成(p.69) 

4.1.2 門市經營演練錄製行動化。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86 
物聯網教學平

台設備組 

1.Android 系統應用層設備組 

2.32 位元資訊控制器 

3.無線網路節點礎架構 

1 套 96,000 96,000 添購教學設備  電子系 

【精進特色】 

3.2 智慧型載具開發實務(p.53) 

3.2.1 利用互動式大型展演機器人設備

組、可擴充型競技機器人建立學

生智慧型載具實務開發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87 POS 系統 

1.含系統運作的軟硬體(有主機、發

票機、客顯器、條碼掃瞄器及 POS

系統運作軟體) 

2.符合行政院勞委會門市服務職類

丙級術科考試要求 

2 套 47,000 94,000 
添購教學軟體，提

供學生考照練習用 
企管系 

【精進特色】 

4.1 強化門市經營能力養成(p.69) 

4.1.1 建構門市經營管理能力認證檢定

教室。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88 雙噴槍套組 

桌上型壓縮機 1 台 

壓縮機附槍架 1 孔 

FB0.35mm 噴槍 1 支 

HD0.25mm 噴槍 1 支 

4 組 23,000 92,000 建置美甲專業教室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美甲專業設備(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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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89 空壓機 

1.最高工作壓力:16kg/cm2 

2.實際排氣量:270L/min 

3.馬達:3HP，3 相

(220VAC,60HZ,4POLE) 

1 台 82,000 82,000 
新材料壓密試驗試

用設備。  
土木系 

【精進特色】 

3.1 加強專業領域之整合與應用(p.49)  

3.1.1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及資

訊等專業領域。 

3.3 強化永續營建教學與研究 

3.3.1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導入永續

營建概念，融入相關課程。 

3.3.2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營建之相關研

究。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0 
可調色溫 LED

燈組 

聚光型白光、黃光 LED，附濾色片

(含腳架) 
2 組 40,000 80,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時尚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創意設計實務技能(p.91)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1 沐浴娃娃 
1.材質：軟質矽膠製 

2.身長 48cm(±2cm) 
2 具 43,000 86,000 

添購教學設備，提

供專業實作用，提

高保母考照率與教

材產出 

幼保系 

【基礎面向】 

1.2 強化保育照顧專業實作技能(p.81) 

1.2.3 採購技能檢定所屬娃娃類及相關

設備維護。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2 
旅行業帳會管

理系統 

電腦系統建議安裝規格如下： 

1.RAM：512MB 以上 /HardDisc：

20GB 以上 

2. 可相容 WINDOWS 作業系統

Web(50 人)版本 

1 套 146,000 146,000 
輔助教學及考照練

習使用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3 

MATLAB 數

值分析模擬軟

體 

1.教育授權版 

2.可作分析、視覺化及發展的高階語

言 

3.互動式 GUI 設計器介面 

4.可延伸至 C、C++、Fortran、ActiveX

及 DDE 環境  

1 套 75,000 75,000 
添購教學軟體，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精進特色】 

2.5 提升學生對生產作業管理問題之建

模與求解能力(p.57) 

2.5.1 導入生產作業管理問題建模與求

解工具 Matlab 2013 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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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194 
龍捲風發生實

驗裝置 
尺寸：ψ360X610mm 組立式 3 台 24,000 72,000 

物理課程結合搭配

教學(物理現場演示

教學)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5 
大型空氣砲實

驗裝置 

孔徑：ψ450mm ,尺寸：

800X800X800mm(組立後)；

800X800X100mm(收存時) 

3 台 24,000 72,000 

物理課程結合搭配

教學(物理現場演示

教學)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6 
精密三原色色

彩演示儀 
電源需求：DC5V，1.5A 3 台 12,000 36,000 

物理課程結合搭配

教學(物理現場演示

教學)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7 
凡得格拉夫實

驗裝置 

1.最高發生電壓：約 20 萬伏特  

2.蓄電極直徑：200mm，附實驗用

端子  

3.放電球直徑：100mm  

4.實驗附件:電氣飛車、電氣單擺 、

放電實驗用毛髮、絕緣筒、霓虹燈

管 

3 套 70,000 210,000 
物理現場演示教學

使用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8 
遺傳演繹應用

系統 
Single user license 1 套 69,000 69,000 

添購教學軟體，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精進特色】 

2.5 提升學生對生產作業管理問題之建

模與求解能力(p.57) 

2.5.2 導入啟發式演算法求解工具

Evolver 6 Industrial 進行教學。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199 攝影棚設備 

1.攝影專用背景×1 

2.棚燈×4 

3.攝影專用燈組×1 

1 套 145,100 145,100 
整體造型專業教室

及專業攝影使用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整體造型及專業攝影空間設備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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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00 
即時撥放錄影

設備 

1.HD 快速球型攝影機 

2.攝影機控制盤 

3.HDMI 影像截取卡 

4.24 吋影像電視 

5.HDMI 影像分配器 

1 套 130,000 130,000 
整體造型專業教室

及專業攝影使用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整體造型及專業攝影空間設備

(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01 攝影棚 

1.燈+反射傘套組 1 組 

2.電動馬達背景架 1 組 

3.三節式怪手 1 支 

4.素色紙景 4 支 

1 組 70,000 70,000 
增購創意攝影棚設

備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2 加強時尚造型設計專業能(p.79) 

1.2.3 業師協同教學。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02 能量石導入器 
1.遠紅外石 40 顆 

2.能量熱石加熱器：120 伏特 
5 台 15,000 75,000 教學用美容儀器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實務技能(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03 微距鏡頭 

1.100mmf/2.8 

2.全時手動對焦功能 

3.焦點距離：100mm 

4.口徑比：1:2.8 

5.聚焦方式：USM 內對焦系統 

3 顆 20,000 60,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時尚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創意設計實務技能(p.91)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04 
自行車職業級

維修工具車台 
七層抽屜/鐵製平台/6 孔鎖固 1 組 55,000 55,000 

添購教學設備，培

育學生儀器操作能

力 

休運系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p.85) 

2.1.1 增設團體性運動指 導系統。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05 
固定式自行車

訓練台 
磁控式或液油式 3 組 12,000 36,000 

添購教學設備，培

育學生儀器操作能

力 

休運系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p.85) 

2.1.1 增設團體性運動指 導系統。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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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06 三維繪圖軟體 
Win7 或 Win8;32/64bit3D 立體曲面

建模 
1 套 35,000 35,000 新增研究室設備  建築系 

【精進特色】 

2.3 強化永續建築教學與研究(p.59) 

2.3.2 導入環境永續概念，強調生態、節

能、減廢、健康等觀念，採購相

關儀器設備，並融入相關課程。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07 不斷電系統 

1.額定容量：1.5KVA 

2.輸入電壓：80V-138V 

3.輸出電壓：100V, 110V, 115V, 120V 

4.電池供電時間：全載 >5 分鐘

(1050W)、半載>15 分鐘(525W) 

3 台 11,000 33,000 
電腦製作作業或教

材時使用 
師培中心 

【基礎面向】 

5.4 培育中等教育師資(p.34) 

5.4.1 提升教檢通過比率。 

5.4.3 深化教育實習課程。 

5.4.4 申設教育相關專班。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08 滾筒式訓練台 滾筒皮帶式可拆主體 3 組 11,000 33,000 

添購教學設備，培

育學生儀器操作能

力 

休運系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p.85) 

2.1.1 增設團體性運動指 導系統。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09 科學繪圖軟體 
Win7或Win8;32/64bit數據式 XY科

學繪圖軟體 
1 套 23,000 23,000 新增研究室設備 建築系 

【精進特色】 

2.3 強化永續建築教學與研究(p.59) 

2.3.2 導入環境永續概念，強調生態、節

能、減廢、健康等觀念，採購相

關儀器設備，並融入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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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10 3D 繪圖軟體 Window 版,中文專業版 1 套 22,500 22,500 
充實創意製作實習

室設備  
創意學程 

【基礎面向】 

1.2 培養商業基礎能力(p.75) 

1.2.1 改善專業教的硬體設施，購置簡

報、專案管理和影片編輯製作軟

體，以完備商業化的實作環境，

提供學生創意和商業的實作環

境，增進學生的商業管理和影音

行銷知能。 

自籌款 

A-104-211 專業噴槍套組 

攜帶式專業空氣壓縮機 1 台:最大出

風量 35psi,可調風量 

噴槍 1 支:噴嘴 0.20mm 

噴槍清潔罐 1 支 

1 組 22,300 22,300 建置美甲專業教室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美甲專業設備(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12 測微計 

1.LED 數位顯示器 :0.00~15.00mm

顯示 

2.可歸零微調 

3.訊號放大器:0~5VDC 訊號放大輸

出 

4.訊號輸出輸入接頭及訊號線 

5.電源:110VAC,60HZ 

1 台 22,000 22,000 

配合材料科技之發

展，新材料壓密試

驗試用設備。  

土木系 

【精進特色】 

3.1 加強專業領域之整合與應用(p.49) 

3.1.1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及資

訊等專業領域。 

3.3 強化永續營建教學與研究 

3.3.1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導入永續

營建概念，融入相關課程。 

3.3.2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營建之相關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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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13 
水泥布蘭式氣

透儀 

1.金屬架座１個 

2.玻璃測試管含試球１組 

3.不銹鋼製測試頭及容器材質 

1 台 20,000 20,000 

試 驗抗 壓機 校正

用，培訓學生參與

混凝土競賽用  

土木系 

【精進特色】 

3.1 加強專業領域之整合與應用(p.49) 

3.1.1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及資

訊等專業領域。 

3.3 強化永續營建教學與研究 

3.3.1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導入永續

營建概念，融入相關課程。 

3.3.2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營建之相關研

究。 

自籌款 

A-104-214 混音控制器 

1.MIDI 控制器組，8 個軌道控制電

動推軌，12 段 LED 電平顯示，1 個

主音量電動推軌 

2.支援 Umix 系列 USB 音頻接口卡

擴展插槽 

3.擴展控制器×1 

1 組 100,000 100,000 
增購創意攝影棚設

備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15 錄音介面 

1.24 位/192kHz，24×24USB2.0 音頻

介面 

2.可支援 7.1 環繞聲監聽設置 

3.獨立耳機與個別輸出和前面板音

量控制 

4.適用於 Mac OS X 和 Window 平台 

1 台 60,000 60,000 髮型專業教室使用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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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16 專業軟音軟體 

1.單機教育版 

2.可顯示音頻三種響度類型：完整響

度、即刻響度和短時響度 

3.支援 Intel-Mac 和 64 位 Vista 及

Quick Time 7 

1 個 55,000 55,000 
增購創意攝影棚設

備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17 監聽喇叭 

1.頻率響應：35HZ - 22KHZ，分頻

點：1600HZ， 

2.高頻率傳感器-ULD1，圓頂直徑：

25.4 毫米 

3.音圈直徑：5 毫米，阻抗 DCR：6

歐姆 

1 對 49,000 49,000 
增購創意攝影棚設

備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自籌款 

A-104-218 監聽混音座 

1.獨立電平控制 

2.內置對講麥克風及內置 USB 音頻

接口 

3.獨立的音量控制耳機放大器 

1 台 25,000 25,000 
增購創意攝影棚設

備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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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19 
收音室監聽設

備 

1.獨立電平控制 

2.主音量可進行整體電平調節 

3.響應頻率 20-20KHZ 監聽耳機 

1 組 11,000 11,000 實驗室設備新增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自籌款 

A-104-220 電動滑軌組 
140cm 以上、載重 8kg 以上，  

電動齒輪馬達 
1 組 42,000 42,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時尚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創意設計實務技能(p.91)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21 

旅客市場調查

及行為分析軟

體 

1.資料存取格式：Excel 2007、CSV

等格式 

2.輸出結果可匯出至 Excel 

3.支援 Windows 作業系統 

1 套 26,000 26,000 輔助教學軟體  觀光系 

【精進特色】 

3.3 完善專業設備(p.87) 

3.3.2 添購觀光及旅館管理教學輔助系

統，提升學生實務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22 柔光儀 

1.電壓:AC100V-240V 50/60Hz 消耗

功率：24W  

2.輸出光功率：14 焦耳  

3.輸出光波長：450-1100nm 

4.照射面積：3.2x1.4cm 

1 台 20,300 20,300 教學用美容儀器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實務技能(p.79) 

1.3.3 辦理大學部業界暑期實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23 微電波拉皮機 
1.電壓:110V/60Hz 

2.消耗功率:30W 
1 台 15,000 15,000 教學用美容儀器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實務技能(p.79) 

1.3.3 辦理大學部業界暑期實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24 翻拍台 

1.台座 400×500mm 以上 

2.支柱長 760mm 以上 

3.載重 1.5kg 以上 

1 台 20,000 20,000 教學資料數位化  時尚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創意設計實務技能(p.91)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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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25 空壓機 3 馬力以上 1 台 10,000 10,000 

添購教學設備，培

育學生儀器操作能

力  

休運系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境

(p.85) 

2.1.1 增設團體性運動指 導系統。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自籌款 

A-104-226 平板電腦 

1.容量：128GB   

2.iOS 作業系統   

3.7.9吋面板LED 背光 Multi-Touch 

多點觸控顯示器 

9 台 20,000 180,000 
添購教學設備，授

課分組使用  
師培中心 

【基礎面向】 

5.4 培育中等教育師資(p.34) 

5.4.1 提升教檢通過比率。 

5.4.2 推動學生服務學習。 

5.4.4 申設教育相關專班。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27 平板電腦 

1.容量：128GB   

2.iOS 作業系統   

3.7.9 吋面板 LED 背光    

Multi-Touch 多點觸控顯示器 

3 台 20,000 60,000 
博雅課程教學設備

汰舊換新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28 3D 印表機 可列印尺寸:15×15×15cm 1 台 68,000 68,000 添購教學設備  工管系 

【精進特色】 

2.7 強化 3D 製圖實務技能(p.57) 

2.7.1 採購 Solidoodle 二代 3D 印表機 1

台強化實作教學。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29 3D 印表機 

1.成型方式：線堆積成型 

2.可列印面積:150×150×150mm 

3.可列印解析度:0.1~0.3mm 

4.列印速度:90~200mm/s 

5.列印底盤:非加熱列印底盤 

2 台 44,100 88,200 添購教學設備 妝彩系 

【基礎面向】 

1.2 加強時尚造型設計專業能力養成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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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30 
3D 真空轉印

機 

1.轉印面積: 30×42×11cm, 

2.發熱功率: 2800W 
1 台 41,800 41,800 

充實創意企劃實習

室設備  
創意學程 

【精進特色】 

3.1 增進行銷企劃能力(p.75) 

3.1.1 充實創意企劃實習室的軟硬體設

施，提供學生進階的商務模擬情

境，以提昇學生商務實作技能。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31 數位攝影機 
12 倍光學變焦/1420 萬畫素，4K 高

畫質格式攝錄 
1 台 75,000 75,000 

充實創意多媒體實

習室設備  
創意學程 

【基礎面向】 

1.2 培養商業基礎能力(p.75) 

1.2.1 改善專業教的硬體設施，購置簡

報、專案管理和影片編輯製作軟

體，以完備商業化的實作環境，

提供學生創意和商業的實作環

境，增進學生的商業管理和影音

行銷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32 液晶電視 
1.55 吋以上 

2.含移動式腳架 
1 台 35,000 35,000 

多元化多媒體教學

設備，改善教學品

質  

幼保系 

【精進特色】 

2.1 擴增微型教學設備以運用教學演示

觀摩(p.81) 

2.1.3 教學技能集中訓練。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33 液晶電視 
1.50 吋以上 

2.顯示比例 16:9 
2 台 23,000 46,000 

整體造型專業教室

及專業攝影使用 
妝彩系 

【精進特色】 

3.2 建構整體造型及專業攝影空間設備

(p.79)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34 液晶電視 42 吋以上 1 台 30,000 30,000 學生活動展出使用  國企系 

【精進特色】 

3.1 採購會展活動之軟硬體設備，培養

會展規劃之能力(p.67) 

3.1.1 增設商展相關設施，配合系上畢業

模擬商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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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35 無線麥克風組 

1.含腰包式發射機&便攜式接收機 

2.電容式領夾麥克風頭 

3.可選話筒/線路輸入 

4.USB 充電和電源 

5.紅外線同步 

6.攝影機用 

1 組 23,000 23,000 
創意攝影棚設備增

購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36 無線麥克風組 
雙頻無線，頻道範圍：UHF 780～

820MHz 範圍 
4 組 13,500 54,000 改善教學設備  企管系 

【基礎面向】 

1.1 企管專業能力養成(p.69) 

1.1.2 提供現代化教學設備，以提升教

學品質。 

【精進特色】 

6.2 多元產業經驗學習 

6.2.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視聽教

學研討環境。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37 
電容式麥克風

組 

1.頻率範圍：20Hz - 20KHZ 

2.動態範圍：78 分貝 128 分貝 

3.電源需求：48V + /-3V 

2 組 18,900 37,800 
創意攝影棚設備增

購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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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38 綜合擴大機 
輸出功率:150W+150W 8 歐姆/訊號

輸入:音樂×5,麥克風×4,影像×4 
2 台 13,500 27,000 

教學研究設備汰舊

換新  
企管系 

【基礎面向】 

1.1 企管專業能力養成(p.69) 

1.1.2 提供現代化教學設備，以提升教

學品質。 

【精進特色】 

3.2 提升理財資訊分析能力 

3.2.1 配合科技發展更新軟硬體設備，建

構友善的公司理財資訊實務分析

學習環境。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39 
彩色雷射印表

機 

1.每分鐘列印速度：20ppm 

2.自動雙面列印 
1 台 22,000 22,000 

配合課程需求，增

購設備，提升教學

效果。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40 掃描器 

1.高速 USB2.0 

2.掃描介面/A4 雙面 

3.自動進紙/掃瞄速度每分鐘可達 20

頁 

1 台 13,000 13,000 

配合課程需求，增

購設備，提升教學

效果。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41 掃描器 

1.600×1200dpi 

2.D400×W623×H133(mm)A3 尺寸 

3.彩色/黑白掃描 

1 台 90,000 90,000 

建置系圖書館使用

之全彩設計圖稿掃

描設備  

時尚系 

【基礎面向】 

1.1 加強創意設計能力養成(p.91) 

1.1.1 提供充足繪圖與工藝材料和教學

事務費。 

1.1.2 電腦繪畫、造形工藝實習工房設備

維護，使儀器皆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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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42 相機腳架 

1.附雲台 

2.載重 20 公斤以上 

3.純碳四節腳架，最高 200cm 以上 

4.單腳架式中軸，上下皆有 1/4、3/8

吋雙螺牙螺絲 

1 組 30,000 30,000 建置數位攝影棚  時尚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創意設計實務技能(p.91)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43 攝影棚燈組 
閃燈3盞,同步線,無影罩2組,白色反

射傘等 
1 組 68,000 68,000 

充實創意多媒體實

習室設備  
創意學程 

【基礎面向】 

1.2 培養商業基礎能力(p.75) 

1.2.1 改善專業教的硬體設施，購置簡

報、專案管理和影片編輯製作軟

體，以完備商業化的實作環境，

提供學生創意和商業的實作環

境，增進學生的商業管理和影音

行銷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44 
十倍光學變焦

鏡頭 

1.焦距：14-140mm 

2.最大光圈：F3.5(廣端)-F5.6(遠攝

端) 

3.最小光圈：F22 

4.光圈葉片：7 片成圓形狀 

5.視角(對角)：75°(廣角端)-8.8°(遠射

端) 

6.最近對焦距離：0.30 米 

7.最高放大率：約 0.25 倍 

1 個 24,200 24,200 
增購教師研究室設

備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 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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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務發展計畫書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A-104-245 數位相機 
800 萬畫素/3 吋電容式翻轉觸控螢

幕 
2 台 25,000 50,000 

配合課程需求，增

購設備，提升教學

效果。 

餐飲系 

【基礎面向】 

1.1.持續建置教學設施，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p.89) 

1.1.1 執行第三期專業教室增置計畫，

擴展教學空間。 

1.1.2.配合課程需求，增購必要設備，提

升教學效果。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46 數位相機 

1.電源:鋰離子電(7.2V/1860mAh) 

2.4K影像可錄製成 MOV/MP4檔案,

位元流量為 100Mbps 

3.DC12V 電源輸入 

2 台 45,300 90,600 
增購創意攝影棚設

備  
數位系 

【精進特色】 

3.1 強化多媒體動畫及影視創意設計及

整合應用能力(p.93) 

3.1.1 培育具創意「數位音樂與音效」、

「多媒體特效」及「微電影拍攝

技巧」能力。建置數位音效成音

室，擴充專業級數位攝影機及收

音裝置。開設相關對應課程、鼓

勵學生參賽及促成產學合作之獲

得。 

獎勵補助

經費 

A-104-247 數位相機 

1.1210 萬以上畫素 

2.觸控式螢幕 

3.f/1.8大光圈+24mm廣角+5倍變焦 

4.Wi-Fi 無線傳送 

3 台 13,000 39,000 
添購教學設備，提

升教學品質  
工管系 

【基礎面向】 

1.1 建構優化的學習及行政環境(p.57) 

1.1.1 添購多媒體教學設備，與辦公行

政設備汰舊更新。 

1.1.2 改善教學空間，強化教學品質，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精進特色】 

2.4 培訓學生建立操作生產排程系統軟

體之能力 

2.4.2 培訓學生參與全國性智慧機器人

競賽，增強符合業界需求的技術

能力。 

獎勵補助

經費 

合計 40,60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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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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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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4-1 
自助借/ 

還書機 

1.光碟保護盒自動解鎖器 

2.具有自動上退磁功能、多書偵

測功能 

2 台 1,300,000  2,600,000 

供讀者自行操

作借書(含視聽

資料) 

圖書資訊處 

【基礎面向】 

6.5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p. 38) 

6.5.3 提升圖書館閱讀空間及設施品質。 

獎 勵 補 助

經費 

合 計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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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教學資源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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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4-1       1 式 1,000,000 1,000,000 
購置中西文圖

書，充實館藏 
圖書資訊處 

【基礎面向】 

6.5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p. 38) 

6.5.1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 

6.5.2 推廣館藏資源使用。 

獎勵補助經費 

C-104-2       1 式 5,000,000 5,000,000 

訂購 IEL 等 6

種 資 料 庫 及

MVOD 影片。 

圖書資訊處 

【基礎面向】 

6.5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p. 38) 

6.5.1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 

6.5.2 推廣館藏資源使用。 

獎勵補助經費 

合 計 6,000,000  

 

※其他：授權 1 年，附資料庫光碟備份 1 片。 

1.IEL 線上資料庫 

2.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理工、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經濟與管理) 

3.ASP+BSC 資料庫 

4.TEJ  

5.CEPS 中文電子期刊 

6.CETD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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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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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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3-1 吉他音箱 

1.100 瓦以上最大不失真持續功率 

2.INPUTS:1(+AUDIO) 

3.預設模式有頻道記憶功能 

4.含 RACK 箱子 

2 台 21,000 42,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2 貝士音箱 

1.RMS 功率輸出:200-350 瓦以上 

2.音色調節:低頻，中頻，高頻 

3.需含 RACK 箱子 
1 台 40,000 40,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3 鍵盤音箱 

1.喇叭單體：12”×1，高音喇叭×1，輸

出 120 瓦以上 

2.控制裝置需有音量旋鈕、輸出選擇

開關，耳機音量旋鈕 

3.主控制功能：等化器旋鈕、電源開

關等 

1 台 25,000 25,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4 調光器 

1.迴路抽取式調光模組×6 組 

2.抽取式信號控制模組×1 組 

3.主控元件採用 BTA-41/600V 雙相

閘流體 

4.LED 數字式起始迴路設定顯示 

5.電源供應:三相四線 AC100V~240V 

1 台 50,000 50,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5 
手提式控制

器 

1.總電源輸入過載保護無熔絲開關 

3P/100A 

2.4 孔直接電源輸出插座 (每插座孔

最大負載 10A)  

3.直流強力散熱風扇  

4.12 迴路觸摸式控制器  

1 台 20,000 20,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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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3-6 混音器 

1.具有 26 路(含以上)輸入，其中包

含：16 組單聲道輸入、4 組立體聲道

輸入、2 組 Tape Return to mix 以及 2

組 MIX 輸出、2 組 Sub-group 輸出。 

2.內建 24-Bit 數位效果器，具有 32 組

(含)以上預設組。 

3.麥克風輸入阻抗：2kΩ。 

4.線性輸入阻抗： 10kΩ。 

5.主輸出阻抗：150Ω 

1 台 38,000 38,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7 主動式喇叭 

1.15"單體，二音路喇叭。 

2.具備音量控制。 

3.透過藍牙可利用 iOS 或 Android 軟

體控制三段參數 EQ，高頻與低頻。 

4.頻率範圍為 50.8Hz ~ 20kHz。 

5.具備 Dynamic Limiter 保護器與指

示燈。 

2 台 30,750 61,5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8 電子琴 

1.61 鍵盤數/力度感應標準鍵盤 

2.320 x 240 以上 dotsTFT Color LCD

彩色螢幕 

3.高音轉輪/顫音轉輪 

4.單鍵設定(O.T.S) 

5.擴大機：15W×2 

2 台 63,000 126,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9 燈光控制器 

1.512 個 DM×512 控制通道，DMX512

／1990 標準信號輸出。 

2.可控制 32 支燈，每支燈 16 通道。 

3.背光大屏幕 LCD 顯示，可中英文切

换。 

4.音控觸發可由内置 MIC 拾音或音頻

線路输入。内置開關電源。 

1 台 25,000 25,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10 爵士鼓 

1.鼓身材質：8 層木肚，厚度

7mm(±5%)。 

2.大鼓鉤，外觀與內部塑鋼材質。 

3.柔光亮漆處理或特殊表面貼皮。 

1 套 42,000 42,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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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3-11 LED 舞台燈 

1.24 顆 4 合 1 PAR 燈 

2.光源:單顆 8W RGBW(3200K) 

3.電源:SWTICH POWER 

4.防水係數 IP2.3 

12 顆 10,000 120,000 
提供社團辦理

各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a-12 大鼓 

1.鼓面：2 尺 

2.皮面:單面牛皮 

3.鼓桶：紅色 

4.含：梯形移動白鐵架、一副鼓棒 

6 面 12,000 72,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特色

傳統社團學習

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a-13 個人電腦 

1.i7/4GB RAM/1TB HDD/DVD 燒錄

機/讀卡機/Windows 作業系統 

2.螢幕：27 吋以上 
2 台 28,500 57,000 

學生自治組織

處理社團活動

業務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a-14 
移動式擴音

機 

1.70W 功率輸出 

2.含麥克風 CD 座及 USB 插槽 2 台 25,000 50,000 

提 供 全 校 社

團、系學會辦理

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a-15 液晶電視 
1.50 吋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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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a-16 數位攝影機 

1.靜態最高影像解析度:920 萬 

2.影像防震:全方位防手震  

3.感光元件:1/5.8 Exmor R CMOS 感

光元件鏡頭 

3.光學變焦:21 倍~30 倍  

4.LCD 尺吋:3 吋 16：9 觸控式彩色

液晶螢幕  

5.內建記憶體:32GB 內建記憶體  

1 台 29,900 29,900 

學生自治組織

處理社團活動

業務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3a-17 數位相機 

1.像素：2430 萬 

2.感光元件：APS-C 類型 

(23.5×15.6mm)，Exmor APS HD 

CMOS 感光元件 

3.內建閃光燈可交換鏡式頭數位相機 

1 台 34,000 34,000 

學生自治組織

處理社團活動

業務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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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4-18 
資料儲存系

統 

1.桌上型 

2.快閃記憶體 512MB  

3.3.5 吋 硬碟 3TB×8 顆  

4.快取記憶體：64MB 轉速 

1 台 71,000 71,000 

活動宣傳、創意

展現、多媒體視

聽撥放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19 電吉他音箱 

1.擴大機類別：電晶體 

2.輸入電壓 120V, 60Hz, USA  

3.輸出功率 100 瓦，阻抗 4 歐姆  

4.Normall：音量，高頻，低頻 

2 台 18,000 36,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0 數位相機 

1.像素：2430 萬 

2.感光元件：APS-C 類型(23.5× 

15.6mm)，Exmor APS HD CMOS 感

光元件 

3.內建閃光燈可交換鏡式頭數位相機 

4 台 34,000 136,000 

學生自治組織

處理社團活動

業務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1 掃描器 

1.影像讀取鏡頭移動方式 

2.彩色 48 位元(輸入)/48 位元(輸出) 

3.黑白 16 位元(輸入)/16 位元(輸出) 
1 台 29,000 29,000 

學生自治組織

處理社團活動

業務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2 電貝士音箱 

1.擴大機類別：電晶體 

2.輸入電壓：120V，輸出功率：150 瓦

以上 
1 台 20,000 20,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3 鍵盤音箱 

1.內置定制的高音到 300W/180W 可

選 BUGERATM 低音單元。 

2.4 聲道擴聲/鍵盤功放。 

3.耳機輸出，CD 輸入端子。 

1 台 17,000 17,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4 木偶 

1.木偶高度 73~80 公分 

2.木偶肩寬 24~28 公分 

3.深 10~12 公分 
4 尊 24,000 96,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5 球車 
1.材質:不銹鋼 

2.尺寸:120×60×90cm(±5%) 1 台 32,000 32,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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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4-26 風鑼 
1.直徑 60cm(±5%) 

2.銅製(附架) 1 面 12,000 12,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7 胡琴 中胡、高胡、大阮 4 把 29,750 119,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8 瓦斯氣動槍 
1.長度:765mm -1080mm 

2.可裝填 30 發 6mmBB 彈 3 把 11,000 33,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29 氣動霰彈槍 

1.操作模式：單發、拉一打一 

2.裝彈量:6+1 發 

3.初速:約 85m/s(0.2Gbb 彈裝填 12 顆) 
1 把 20,000 20,0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D-104-30 銅鈸 

1.材質:銅錫合金 

2.14 吋 HI HAT 腳踏銅鈸 2 片 

3.16 吋 CRASH 銅鈸 1 片 

4.20 吋 RIDE 銅鈸 1 片 

1 套 19,500 19,500 

學生社團活動

使用，增加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合計 1,5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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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說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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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04-1 
永續校園 

綠化 

空調負載監測

及控制節能系

統 

1.多功能數位電表 

2.冰水主機直接數位控制器 

3.大型 TFC 觸控顯示控制器 

4.網路型小型冷風機 LED 顯

示 

5.小型送風機網路型溫控器 

6.觸控式螢幕 

1 套 
             

2,500,000  

             

2,500,000  

建置空調控

制 管 理 系

統，降低耗

電量。 

總務處 

營繕組 

【精進特色】 

6.3 創新校園空間建置(p. 38) 

6.3.2 節能改善計畫。 

自籌款 

E-104-2 
永續校園 

綠化 

照明節能監控

系統 

1.二線式監控總盤，512 迴路

網路監控伺服器 

2.二線式監控分盤 

3.BEMS 能源管理系統應用

軟體 

4.智慧化燈光控制軟體 

5.能源管理系統應用軟體 

1 套 
             

3,000,000  

             

3,000,000  

建置全校中

央 控 制 中

心，降低耗

電量。 

總務處 

營繕組 

【精進特色】 

6.3 創新校園空間建置(p. 38) 

6.3.2 節能改善計畫。 

自籌款 

合 計 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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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F-1 編纂教材 

鼓勵教師與產業專家共編實務教材，加強實務教學，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由教師提出申請產業專家協同教學計畫，

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助編纂教材材料費。 

50 700,000 

3.1 推動產學合作增能(p. 25) 

3.1.2 推動產學共同編製教材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F-2 製作教具 

鼓勵教師與產業專家共同製作務實致用之教具，活化教學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由教師提出申請產業專家協同教學

計畫，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助製作教具材料費

。 

50 1,000,000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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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助。 

150 2,000,000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7.1.4 凝聚教職員向心力 

獎勵補助

經費 

F-4 研究 

獎勵教師發表研究成果、執行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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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獎金，研究

計畫由教師提出申請，經校外專家及本校三級教評會審查

通過後予以補助。 

200 7,556,000 

3.4 強化師生實務研發(p. 25) 

3.4.2 積極推動教師論文發表，提升教師研究績效 

3.4.3 積極推動教師參與研究計畫，提升本校之學術

研究水準 

3.4.5 辦理校內先期型產學計畫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7.1.4 凝聚教職員向心力 

獎勵補助

經費 

自籌款 

F-5 研習 

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研(討)習會，藉此增進產學交流，提升

教學及研究能量。本項目編列經費主要支用於教師參與校

外研習、出席論文發表研討會、出席國際會議等差旅費用

，由參與教師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

助。 

80 600,000 

3.1 推動產學合作增能(p. 25) 

3.1.6 精進教師赴公民營深度研習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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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F-6 進修 

鼓勵教師進修，以提昇師資素質，經費編列依據 103 年度

申請案件及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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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予以補助。 
6 100,000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自籌款 

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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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刊登補助經費由教師提出申請，經三

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予以補助。 

100 2,600,000 

3.4 強化師生實務研發(p. 25) 

3.4.2 積極推動教師論文發表，提升教師研究績效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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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500,000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4 凝聚教職員向心力 

獎勵補助

經費 

F-9 
外聘社團指導

教師鐘點費 
依據教育部規定起於經常門中提撥 2%以上之經費，辦理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費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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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經費編

列 250,000 元支應外聘社團指導老師鐘點費，另 750,000

元由學務處辦理學生各項活動之經費，由學務處會議審核

補助。 

50 250,000 

2.1 推動多元品德教育(p. 19) 

2.1.1 深耕推廣品德教育 

2.3 營造安全友善校園(p. 19) 

2.3.4 有愛無礙多元關懷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 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學生權益 

2.6.2 推動校際交流與公民教育 

2.8 協助學生無憂就學快樂學習(p. 19) 

2.8.2 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進行全方位學習適性

揚才 

獎勵補助

經費 

F-1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60 750,000 

2.1 推動多元品德教育(p. 19) 

2.1.1 深耕推廣品德教育 

2.3 營造安全友善校園(p. 19) 

2.3.4 有愛無礙多元關懷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 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學生權益 

2.6.2 推動校際交流與公民教育 

2.8 協助學生無憂就學快樂學習(p. 19) 

2.8.2 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進行全方位學習適性

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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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具體連結 備註 
(經費來源) 

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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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由出差人提出申請，提送行政會議審查。 
50 300,000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F-12 
改善教學之相

關物品 

購買非消耗品以提昇教學成效，如附表十。(單價一萬元

以下之非消耗品) 
18 1,300,000 

2.8 協助學生無憂就學快樂學習(p. 19) 

2.8.2 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進行全方位學習適性

揚才 

3.1 推動產學合作增能(p. 25) 

3.1.7 辦理系所再造技優 

獎勵補助

經費 

自籌款 

(附表十) 

F-13 新聘教師薪資 

補助 102 學年度下學期、103 學年度、104 學年度上學期

新聘助理教授上教師薪資，補助渠等教師全年本俸及學術

研究費。 

20 5,434,000 
7.1 提升組織效益(p. 43) 

7.1.1 精進同仁專業知能 

獎勵補助

經費 

自籌款 

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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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購置電子資料庫有 WGSN、ERC、

EndNote 書目系統資料庫、天下雜誌群知識庫、餐飲文化

暨管理資料庫、凌網電子雜誌等。 

6 1,000,000 
6.5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p. 38) 

6.5.1 充實圖書館藏資源 

獎勵補助

經費 

合 計 24,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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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03-1 
專業教室物

品 
移動式擴音機 

1.充電式 

2.頻率範圍 

VHF-170~250MHZ 

3.有效距離空曠處約 80M 

4 台 3,500 14,000 

提供老師戶外教

學、室內擴音備

用、學生活動使

用，以提升教學支

援品質。  

企管系 

【精進特色】 

6.2 多元產業經驗學習(p. 69) 

6.2.1 更新研究設備，建構友善的視

聽教學研討環境。 

自籌款 

G-103-2 
其他非消耗

品 
會議桌 

1.材質:塑鋼材質 

2.尺寸: 

180×60×90cm(±5%) 

14 張 3,000 42,000 
提供社團辦理各

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 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自籌款 

G-103-3 
專業教室物

品 
快拆帳篷 

1.3M×3M，頂高 355×腳高

230cm±5%，三段式調整

高度。 

2.鋁合金材質 

3.主柱可調整高低，防頂

篷積水。 

10 頂 5,500 55,000 
提供社團辦理各

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 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自籌款 

G-103-4 
專業教室物

品 

樂器收音麥克
風 

1.動圈式麥克風 

2.具備 ON/OFF 開關 

3.頻率範圍：40Hz to 

20KHz。 

4.最高音壓:144 dB 

SPL(含以上)。 

4 支 3,700 14,800 
提供社團辦理各

項活動使用  

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 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自籌款 

G-104-5 
其他非消耗

品 
專業型顯示卡 512MB 以上 40 張 6,500 260,000 電腦教學使用  建築系 

【精進特色】 

2.2 精進數位建築設計實務教學與

產學合作(p. 59) 

2.2.1 因應數位建築設計之潮流趨

勢，採購相關儀器設備，落實

實務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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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04-6 
專業教室物

品 
液晶螢幕 23.5 吋 IPS 面板液晶螢幕 2 台 5,600 11,200 改進教學品質  國企系 

【基礎面向】 

1.2 提升商務外語的溝通能力(p. 67) 

1.2.2 每年舉辦英文大會考，訂定最

低英語檢定畢業門檻。 

自籌款 

G-104-7 
專業教室物

品 
手提式工具組 30 件組以上工具 15 組 4,000 60,000 

培育學生儀器操

作能力  
休運系 

【精進特色】 

2.1 完善體適能運動訓練設備與環

境(p. 85) 

2.1.1 增設團體性運動指 導系統。 

2.1.2 增設專業性運動指導系統。 

自籌款 

G-104-8 
專業教室物

品 
電腦桌 

1.雙人電腦桌 

2.附鍵盤架(含雙插座) 
31 張 9,000 279,000 

新大樓電腦專業

教室使用  
休運系 

【基礎面向】 

1.1 強化產業管理基礎服務知能(p. 

85) 

1.1.2 新增電腦教室設備，以符合新

版應用軟體之需求，提升教學

品質。 

【精進特色】 

3.1 完善休閒產業專業教室設備與

環境 

3.1.3 擴充活動事件管理專業教室軟

硬體設備。 

3.2 培養休閒產業實務人才 

3.2.3 強化活動事件產業規劃與操作

執行系統。 

自籌款 

G-104-9 
專業教室物

品 
快收控光框組 100X200CM 2 組 6,000 12,000 數位攝影棚 使用 時尚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創意設計實務技能(p. 91) 
自籌款 

G-104-10 
專業教室物

品 

立式旋轉控光
框組 

150X200CM 2 組 6,000 12,000 數位攝影棚 使用 時尚系 
【基礎面向】 

1.3 強化創意設計實務技能(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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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04-11 
專業教室物

品 
透寫台 

1.外框尺寸：410×260×

8(mm)±5% 

2.發光面積：360×210(mm)

±5% 

3.亮度：1500Lux 

4.電壓：DC5V 

5.消費電力：4W 

60 個 4,000 240,000 
多功能素描教室

使用  
數位系 

【基礎面向】 

1.1 提升「美的創作及審美」的能力

(p. 93) 

1.1.2 建構「美學知識及美術基礎素

養」。養成具美學的平面設計

人才。建置多功能專業素描教

室(石膏像、立架式畫板、投射

燈、人型骨架…)。 

獎勵補助

經費 

G-104a-12 
其他非消耗

品 
壘球球棒 

1.材質:北美楓木 

2.尺寸:86 公分/±2 公分 

3.重量:26ozs 

4 支 4,635 18,540 

學生社團活動使

用，增加運動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 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G-104a-13 
其他非消耗

品 
壘球手套 

1.尺寸:13 吋 

2.材質:A 級透心硬式牛皮 
4 個 5,090 20,360 

學生社團活動使

用，增加運動社團

學習機會 

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 

【基礎面向】 

2.6 優化學生自治組織(p. 19) 

2.6.1 提升學生自治組織功能，維護

學生權益。 

獎勵補助

經費 

G-104a-14 
實習實驗物

品 RCPT試驗盒 

1.直徑 10 公分試體用 

2.適用於電滲試驗機 

3.壓克力製 

10 個 8,000 80,000 

研發新材料測試

材料力學性質，試

驗抗壓機校正

用，以提昇新材料

之品質。培訓學生

參與混凝土競賽

用 

土木系 

【精進特色】 

3.1 加強專業領域之整合與應用

(P.49) 

3.1.1 整合材料、結構、大地、管理

及資訊等專業領域。 

3.3 強化永續營建教學與研究 

3.3.1 推廣綠色營建產業學程，導入

永續營建概念，融入相關課

程。 

3.3.2 鼓勵教師從事永續營建之相關

研究。 

獎勵補助

經費 

G-104a-15 
專業教室物

品 網路交換器 
24 埠 10/100/1000Mbps 

4 埠 SFP 
20 台 7,000 140,000 

精進網路效能與

各實驗室管理 
資工系 

【精進特色】 

3.1 建構「互動技術應用實驗室」

(p.61) 

3.1.2 購置互動技術應用之相關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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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04a-16 
實習實驗物

品 

超低溫差史特
林引擎實驗裝
置 

1.尺寸：直徑 54mm 長

245mm±5% 
3 台 5,800 17,400 

物理課程結合搭

配教學(物理現場

演示教學)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G-104a-17 
實習實驗物

品 

光纖原理說明
器 

1.直棒 1 支：20×10×

130mm 

2.S 字棒 1 支：20×10×

130mm 

3.特殊透明樹脂製 

3 台 4,200 12,600 

物理課程結合搭

配教學(物理現場

演示教學)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G-104a-18 
實習實驗物

品 

冷次定律與電
磁感應 

1.尺寸：直徑 54mm 長

245mm 
3 台 3,700 11,100 

物理課程結合搭

配教學(物理現場

演示教學) 

通識中心 

【精進特色】 

5.1 扎根學生基礎學習(p.34) 

5.2 引領學生博雅學習。 

獎勵補助

經費 

合 計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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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單位核章 

計畫管理處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人事處 會計處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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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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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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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及 105 學年度適用） 

103.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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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及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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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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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及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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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儀器設備經費核定項目將依設備屬性規劃於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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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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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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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儀器設備經費審查小組」決議分配該學年度儀器設備經費，陳報預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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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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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為淺藍色並以騎馬釘方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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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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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 

規劃專責小組設置要點 

88.11.30；92.08.04；94.09.06；95.06.26；98.07.20；100.07.28；102.7.30；104.3.9 校務會議通過 

一、 為妥善規劃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並配合整體校務發展

計畫，本校依照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及申請要點及相關規定，特

設正修科技大學「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 本小組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 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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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選任教師代表各一人為選任委員。選任委員應

由各系所中心會議推舉產生，任期為二學年度，得連任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擔任，小組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三、 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 依教育部規定編列資本門及經常門之一定比例，配合學校整體校務發展計畫，審核各

單位所提之需求，進行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規劃支用項目、規格、優先順序及經

費分配等事宜，規劃年度支用計畫書。 

（二） 審核申請採購內容(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變更等事宜。 

（三） 其他與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之相關事項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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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組依據職責需要或遇有重要事項時，得召開小組會議並作成會議紀錄備查。 

六、 本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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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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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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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102.09.16；10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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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稽核小組隸屬於校長，小組置稽核人員若干人，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稽核人員聘

任之。 

稽核人員以兼任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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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稽核小組應依風險評估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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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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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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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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核人員兼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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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工程、環境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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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學會「技職教育傑出成就獎」 

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學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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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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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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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MA 2012 年百大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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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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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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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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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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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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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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元 

檢據核實列報 
每次補助總金額最

高 5,000 元 4 日(含) 

以上 

每日補助 1,200 元 

檢據核實列報 

合計上限 5,500 元 

備註 

1.開立發票抬頭應以正修科技大學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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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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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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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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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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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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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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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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三年級 

國外 

取得學位並經教師資格審定

通過後，一次獎助新台幣 35

萬元正 

二、部份時間進修者（不含寒暑假赴國外修讀學位及於國內修讀學位在職專班者），其

排課時間原則上為每週 3~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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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進修者），送人事處彙轉教評會審查後，報請校長核定；未如期提出進修申請者，

原則上皆不予受理。 

四、進修者： 

（一）不得兼任日間部導師、輔導老師及行政職務，亦不得超支日間部鐘點；惟學

分修畢或資格考試通過或寒暑假赴國外修讀學位或國內修讀學位在職專班

者或聘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應檢具證明）。 

（二）應於每年 7 月、12 月底前，檢齊錄取通知單等至人事處辦理手續，9 月、3

月底前補足證明文件。 

（三）全時間進修者，辦理留職停薪，保險事宜依公保規定辦理。 

（四）均應立契約書，具結學成後繼續在本校服務，義務年限應超過進修年限 1

年。違者，依契約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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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提出畢業論文或心得報告。 

（六）進修結束後應即返校服務，且 3 年內不得申請再進修。惟基於特殊需要，經

專案報准者，不在此限。 

（七）進修後取得較高學位，是否以較高職級聘任，仍須視各單位教師員額需求而

定。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評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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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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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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施行細則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施行細則 

92.12.19 核定 

94.04.18；96.06.08；98.09.14；99.01.29 修正 

101.02.13行政會議通過;103.2.17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教師積極研究，提昇教學品質，依本校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要點特訂定本細則。 

二、專題研究計畫分為下列二種： 

Ａ類：鼓勵教師積極研究，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 

申請人資格： 

1.當年度申請國科會一般型專題計畫未獲通過者。 

2.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人須為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得以提出申請。 

Ｂ類：鼓勵教師積極申請實務型應用性研究計畫，促進產學合作，提升產業技術創新及研

發能力。 

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上述二類申請題目及大綱不可相同。 

三、申請補助項目：按研究計畫之實際需要，可得依下列項目申請補助： 

（一）業務費：材料費、耗材及物品、臨時工資、印刷費、差旅費及雜支等。 

（二）資料檢索費：包括校外期刊影印、問卷製作等。 

（三）貴重儀器使用費：指國科會指定之貴重儀器中心之貴重儀器使用費。 

（四）研究設備費：僅限於 B 類計畫之合作企業提供之配合款者可列研究設備。 

四、計畫之申請及審核： 

Ａ類： 

（一）申請：計畫主持人應繳交 

    1.原先申請國科會一般型研究計畫申請書一式 2 份(附 

     電子檔)。 

    2.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一式 2 份(附電子檔)。   

申請期間為每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為期二個月，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其審

查工作由 3 位校外委員負責計畫審核評分工作。 

（二）審查：重點包括如下： 

1.符合系所中心發展方向。 

2.研究構想是否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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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學術或應用價值如何。 

4.對預期成果之合理程度。 

5.預算之合理性。 

（三）計畫核定： 

1.以審查委員評分結果依高低排序。 

2.依年度預算經費決定計畫通過件數。 

3.計畫經費之核定，分理論性或不須要昂貴消耗性材料之研究計畫者(上限新台幣 5 萬元整)及需

昂貴消耗性材料之研究計畫者(上限新台幣 8 萬元整)兩種。 

4.每一申請人當年度核定之計畫最多 1 件。 

（四）研究計畫以 1 年內完成為原則。審核結果於每年 4 月底公佈，並於當年度 5 月起開始執行。 

B 類： 

（一）申請：計畫主持人應填具研究計畫申請書一式 3 份(附電子檔)，於每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其審查工作由 3 位校外委員負責計畫審核評分工作。 

（二）審查：重點包括如下： 

1.符合系所中心發展方向。 

2.研究構想是否允當。 

3.其學術或應用價值如何。 

4.對預期成果之合理程度。 

5.預算之合理性。 

6.合作企業資料完整性。 

7.歷年申請執行狀況。 

（三）計畫核定： 

1.根據各審查委員評分結果依排序法統計再排序，並考慮各院通過率相等原則核定計畫案。 

2.依當年度預算經費決定計畫通過件數。 

3.計畫經費之核定，分理論性或不須要昂貴消耗性材料之研究計畫者(上限新台幣 6 萬元整)

及需昂貴消耗性材料之研究計畫者(上限新台幣 10 萬元整)兩種(不含合作企業出資)。 

4.每一申請人當年度核定之計畫最多 1 件。 

（四）研究計畫以 1 年內完成為原則。審核結果於每年 4 月底公佈，並於當年度 5 月起開始執行。 

 

五、計畫之執行： 

（一）經費撥付：本項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經費，依年度預算決定金額及補助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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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畫核定執行日期內，隨計畫之進行憑證支付。 

（二）計畫變更：計畫期中，經費變更應事先簽陳校長同意。計畫未能依預定進度執行或中途中

止者亦應簽陳校長核定。 
 

六、結案： 

（一）核可之研究計畫應於當年 10 月 31 日前核銷完畢。研究報告於次年 1 月底前繳交，必要時

可延長 1 個月。 

（二）研究報告 1 份（格式另訂之）送研究發展處（另 3 份分送系所、人事處及圖資處(附電子

檔）），屬本計畫產出之研發成果，檢附證明文件送交研發處備查，並將列入研發績效考

核。 
 

七、未依第五點及第六點規定辦理者，不予補助，已支付之經費應全數繳回，1 年內不得再提申

請。 

八、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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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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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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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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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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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費及機票費依科技部標準 

2.每人每年度最多核准 1 件 

遴 選 程 序 

1.申請人得同時向科技部、教育部或本校申請，若獲科技部或教育部補助，本

校不再補助。 

2.申請之當年度曾獲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不予補助。 

3.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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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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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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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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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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發獎金新台幣貳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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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發獎金新台幣貳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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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記點。連續三年內積點達 4 點者，每名頒發獎金新台幣壹萬

元，獎狀乙紙。每增加 1 點者，增發獎金新台幣壹仟元。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連續服務滿二年以上（年資中斷者，以前之成果不計）。 

二、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或指導本校學生有具體成果（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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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由系院（中心）教評會審查，並經審查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三

院院長、人事處處長等 7 人組成，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審議後陳請校長召開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定，獲獎者於校慶日頒獎。 

前項審議小組審查原則如下： 

（一）點數明確、表現足以認定者，授權處室查核結果。 

（二）點數明確、表現較難認定者，由審議小組審核。如期刊論文之等級、展演、

辦理研討會之地區範圍等。 

（三）本辦法所訂須審議小組審核者。 

（四）審議小組審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議決事項時小組成員須全部出席

，並經半數以上成員同意。 

第六條 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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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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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印具 ISBN 編號之教科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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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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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刊登於 SSCI，每篇計 8 點。 

（2）刊登於 SCI，每篇計 6 點。 

（3）刊登於 AHCI、EI、TSSCI 期刊論文，或曾經科技部年度評審為

優等國內學術期刊者，每篇計 3 點。 

（4）正修學報論文每篇計 1.5 點。 

（5）非屬上列之期刊論文每篇計 0.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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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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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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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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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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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次 Ａ級 Ｂ級 

第一名 6 點 4 點 

第二名 3 點 2 點 

第三名 2 點 1 點 

（二）非學術性： 

名次 A 級 B 級 

第一名 4 點 3 點 

第二名 2 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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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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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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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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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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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再經

學 校 教 評

會審議 

1.差旅費依「獎勵補助經費差旅

費支給要點」標準支給 

2.其餘總額最高：個人─5,000

元；團體─10,000元 

3.每學期每人（單位）最多核定

團體及個人各 1 次 

無 觀摩結束應作

心得發表（書

面、電子檔及

授權書）送人

事處及所屬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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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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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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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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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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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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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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教師研習、著

作實施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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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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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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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9 校務會議通過 

98.3.25;99.9.27；101.9.28；102.10.7；10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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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會技能發展中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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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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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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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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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經費請採購作業流程 

 

正修科技大學政府經費請採購作業流程 

簽呈作業

政府經費請(採)購作業流程

請購/動支作業

比減(議)價作業

採購作業

核銷作業

單次請購案件金額達新台幣1,000,000元以上者，須辦理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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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研發處、人事處)後，再擲交
   總務處採購組。
3.單一設備請購金額達新台幣500,000元以上者，須先會貴儀
   中心。(相關程序請洽貴儀中心)

1.單次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10,000元以上者，可會同採購單位
   或自行逕洽廠商進行議價。
2.單次請購金額達新台幣10,000元以上，未達新台幣100,000

   元者，依據已呈核之請購單，辦理3家以上廠商比(減)價作
   業。
3.單次請購金額達新台幣100,000元以上，未達新台幣
   1,000,000元者，依據已呈核之請購單，辦理公開取得報價
   單或企劃書作業。
4.單次採購金額達新台幣1,000,000元以上者，依據已呈核之
   請購單，辦理公開招標作業。
5.若屬限制性招標(符合政府採購法第22條)者，且須事先提出
   申請並敘明理由及相關佐證文件。
6.決標金額達新台幣200,000元以上者，須另行簽附合約書。

1.單次採購金額未達新台幣10,000元者，依據已呈核之請購
   單，於直接議價後，可逕向廠商辦理採購及交貨作業。
2.決標金額達新台幣10,000元以上，未達新台幣200,000元
   者，依據已呈核之比價表，辦理採購及交貨作業。
3.決標金額達新台幣200,000元以上者，依據已呈核之合約
   書，辦理採購及交貨作業。

1.製作「一式2份或3份黏貼憑證用紙(正影本黏貼順須相
   同)」，併同已呈核之「請購單」，進行核銷作業。
2.收據、發票抬頭為正修科技大學，統編為85503904 。
3.三聯式發票，收執聯貼憑證正面，扣抵聯貼憑證背面。
4.發票僅列物品代號者，須由購買者加註中文品名及簽章以示
   證明。
5.廠商收據章是否有(店名、地址、電話、統編、負責人私章)

   等資料。
6.收據、發票之單價欄及數量欄不可空白。
7.數量欄位為一批時須檢附明細(由廠商開立之)。
8.每份憑證黏貼原則為5張(含)以內單據。
9.禮品、紀念品、便當、餐盒及郵資皆須附人員名單。
10.逕付廠商或零用金案件，須分開製作憑證。
11.零用金案件請於憑證右上角註明“已付”。
12.超過執行預算時於憑證下方註明“實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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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公開招標作業流程 

正修科技大學 公開招標作業流程 

前置作業

請購作業

公告作業

開標作業

採購/核銷作業

採購金額達新台幣1,000,000元以上，進行百萬簽呈之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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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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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指定時間、地點至現場進行開標作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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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資格、規格、價格之次序開標。
4.未得標者當場簽收退還押標金。
5.將開標結果製作開標記錄表並呈核。
6.簽立合約書。

程序同一般採購流程。

公開招標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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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畫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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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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