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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

一、學校現有資源 

(一) 師資結構 

目前中州技術學院共有185位教師，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124位，所佔助理教授以

上比例已經超過67.03％，其中具有博士學位者計有109位，具有碩士學位者74位(含其

他3人)，博士師資佔全校師資58.92％。本校積極培育教師，目前有42位講師進修博士

班，並鼓勵教師辦理專門著作升等，賡續提升本校教師師資結構，擴大延攬禮聘知名

國立大學資深教授來校主持講座教授與客座教授，預計100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

可達68％以上，師資陣容堅強，對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水平，將會大幅提昇。相關統

計表請參考表一： 
 

表一、99學年度上學期師資結構比例(資料時間：99.10.27)： 
學歷 

職級 博士 碩士 學士(其他) 合計 百分比 

教  授 10 3 0 13 7.03% 
副 教 授 47 7 1 55 29.73% 
助理教授 52 3 1 56 30.27% 
講  師 0 61 0 61 32.97% 
合計 109 74 2 185 100.00% 

百 分 比 58.92% 40% 1.08%   

(二) 圖書軟體資源 

1. 經營特色 

本校為技職體系一員，長期以來，亟思如何改善學生基礎素質不如高教體系的狀

況，除了傳統的「加深加廣」及補教教學措施外，也希望利用科技新趨勢，提高學生主

動學習的意願，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感，因應知識經濟時代對於知識及資訊快速流通之

需求，於 89 年增設圖書資訊處，統籌管理圖書館、資訊與通訊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

以維護並強化本校知識管理效能，提升學生獲取知識之能力。其中圖書館在電子資源及

紙本圖書設備的擴充，向來不遺餘力，同時具體規劃與運作校內外相關資源，充分提供

圖書、資訊服務以因應教學、輔導、研究與服務之需要。 

2. 館藏發展目標與特色 

本館以蒐集、管理、分享及創造知識為主要任務，並以加入校際聯盟及參加館際

合作等方式整合外部資源，增加可用之圖書資料資源，持續推動館藏數位電子化，提供

多元性的圖書館服務。館藏則以各學術單位專業圖書資料為主，具知識性、啟發性、文

化性及休閒性之一般性圖書資料為輔，內容包括圖書、期刊、視聽媒體、電子資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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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出版品等各類型資料。 

3. 服務特色 

本校位於百果山麓，校園景緻怡人，因此本館亦採優閒風，除提供讀者豐富且多

元館藏圖書資源外，更提供優閒雅緻之閱讀空間及學生的讀書場所，同時全館更設置安

全錄影監視系統及緊急安全求助器，提供讀者極致之安全保障，綜觀本館於服務方面具

以下幾點特色： 

（1） 提供穿越時空之無線學習與校外遠端認證 

（2） 有效運用校內師生人力資源 

（3） 與社區緊密結合，招募社區志工，圖書與人力資源互惠共享 

（4） 圖書館內圖儀設備全面 e 化管理，以有效人力運用 

（5） 建置兼具教育訓練與影音欣賞的多功能會議室，提供多元化與主動式服務 

（6） 分階段擴建書架，建構主題化館內設施 

（7） 增設獨立閱讀空間，營造舒適、貼心與安全的閱讀場域 

（8） 充足的開放時間，使學生更有彈性的規劃學習時間 

（9） 提供全館監視錄影及緊急安全警報系統，提升圖書館服務的價值 

（10）訂定年度展覽活動計畫，與校內各單位及校外藝文人士合辦各項活動，提高

讀者到館使用頻率 

各項圖書軟體資源及電腦腦教學設備等資料請參考表一、表二： 

表一、圖書軟體資源館藏概況(統計至 99 年 9 月底止) 

名稱 類別 單位 冊數(數量) 

中文 冊 187,317 
圖書收藏冊數 

西文 冊 24,176 

中文 種 372 
現期期刊 

西文 種 78 

中文 種 11 
現期報紙 

西文 種 1 

中文 種 0 
電子期刊 

西文 種 3,916 

中文 冊 656 
電子書 

西文 冊 45,135 

中文 種 25 
線上資料庫 

西文 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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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圖書館電腦教學設備概況 
 

設置地點 數量 其他設備 

資料檢索區 28部電腦主機 

1. 單槍投影機一組 
2. 珠光螢幕一組 
3. 液晶螢幕28組 
4.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館藏查詢區 6部電腦主機 液晶螢幕6組 

M205研討室 1 

1. 單槍投影機一組 
2. 錄放影機一組 
3. DVD放影機一組 
4.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5. 珠光螢幕(45*60) 一組 

M206研討室 1 同M205研討室 

M201~M204 研討室 4 桌椅乙張 

會議室 1 

1. 單槍投影機一組 
2. 錄放影機一組 
3. 電腦主機一組 
4. DVD 放影機一組 
5.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6. 珠光螢幕(68*84) 一組 
7 混音器與麥克風一組 

二館視廳區  

1. DVD 放影機 12 組 
2. 錄放影機 3 組 
3. 液晶螢幕 12 組 
4. CD 撥放器 2 組 

二館視廳室 1 

1. 液晶電視 
2. DVD 放影機一組 
3. 錄放影機一組 
4. 沙發座椅一組 
5.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二館團體放映室 2 

1. 單槍投影機一組 
2. 錄放影機一組 
3. DVD 放影機一組 
4. 擴大機與環音喇叭一組 
5. 珠光螢幕 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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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腦教學設備 

目前本校對外頻寬是專線 1000Mbps，連接臺灣學術網路與國家高速網路中心，

提供校內使用者更快速存取網際網路服務，並提供教學研究單位與學術網路與國家高

速網路中心連接，取得更豐富研究資訊。對外網路並且架設兩條 12M/1M ADSL 與五

條 10M/2M FTTB 備援線路與一路 20Mbps Cable Modem，平時備援線路擔任 HTTP

網路分流，當對外光纖網路中斷時，可以將備援線路提供學校對外連線需求。 

校園網路核心交換機是以兩部 CISCO 6509 高階核心交換器各自擔任內部網路與

外部網路存取服務，並提供兩道防火牆進行內網與外網資訊安全，若發生資安事件

時，可彈性調整網路存取方式，並且因應未來網路發展需求。 

資訊服務推動持續進行，提供教職員生郵件及個人網頁服務、網路學院專屬伺服

器之維護(如表一)所示，電腦教室管理維護及提供教職員行政電腦故障檢修服務等。 

在網路主幹方面；透過光纖連接資訊大樓、電機館及行政大樓，網路設施遍佈各

樓館單位，提供校園更快速之網路環境。本校電腦教室 25 間，1,000 部個人電腦及相

關設備(如表二)。 
表一 本校資訊處伺服器 

設 備 名 稱 規 格 
DNS 伺服器 HP ML 530 
郵件伺服器 HP ML 530 
Web 伺服器 HP DL 580 
防毒伺服器 HP ML 530 
校務伺服器 HP ML 370 

人事、總務、會計系統伺服器 HP DL 580 
E-learning 伺服器 HP LC 3000 

問卷調查系統伺服器 HP DL 380 
Jetro Thin-Client 伺服器 HP DL380 G4 
VMWare 伺服器（一） HP DL580 G4 
VMWare 伺服器（二） HP DL380 G5 
VMWare 伺服器（三） HP DL380 G5 

SAN Storages（一） HP MSA1000 
SAN Storages（二） HP MSA1500 
SAN Storages（三） HP MSA2000 

* VMWare 伺服器群組提供 20 部虛擬伺服器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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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個人電腦及相關設備統計 

電腦教室 單槍投影機 廣播教學系統 網路設備 
項目 

(間) (台) (式) (式) 
資訊處 2 2 1 2 
工研所 0 2 0 0 
電機系 1 1 1 5 
電子系 1 5 3 3 
機電系 2 5 2 3 
自控系 1 11 0 0 
資工系 5 5 3 5 

資管系 2 3 
1(軟體) 
1(硬體) 

2 

行管系 4 7 4 4 
企管系 1 10 2 1 
時尚系 0 1 0 0 
幼保系 1 11 1 1 
景觀系 1 14 1 1 
生技系 0 4 0 1 
保營系 0 6 2 0 
視傳系 3 5 3 1 
餐廚系 0 0 0 0 
運促系 0 0 0 1 
小計 24 87 25 30 

本校規劃學校數位學習平台與內容服務，加強網路學院課程豐富性，自建置以來，經

教師熱烈參與，目前已有一百多位教師在網路學院開課，每學期開課數亦超過 200 門課。

為讓網路學院能發揮其最大效能，資訊融入教學之卓越教學模式順利推動，使教師與學生

均能充分利用網路學院，加強數位學習教室的實施與推廣，以及提昇教師在網路學院使用

技能，並提供教師優質的數位教材製作之協助。 

二、學校發展方向、及執行重點特色 

技職教育之宗旨在務實致用，以培育產業界所需的優秀人才為目標。本校將教育理念

定位為「特殊的服務業」，以服務的觀念來詮釋學生、教師、學校與社會之關係，希望藉由

推廣服務與產業界建立密切的互動與對話，將教學與研發成果反饋社會，活絡國家整體的

發展與進步。98-102 年本校校務發展願景為：「教學追求卓越、研究扶持創新、服務重視

品質、推廣造就健康」為發展願景；落實「建構優質學習環境、落實適性學習教育、提昇

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深化國際競爭力、精緻卓越發展、培育產業專業人才」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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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座落於百果山麓下，創造獨立特色、為偏鄉地區學子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習機會的高等

技職學府，提供培育「輸在起跑點的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成長的環境，與教育部共同推

動技職教育改造，找回技職教育的尊嚴與信心，使弱勢學生成功蛻變成為具全球視野、人

文科技並重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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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未來五年發展計畫主軸架構為： 

 

 

 

 

 

 

 

 

 

 

 

 

 

 

 

 

 

 

 

 

 

 

 

 

 

 

 

 

 

 

 

教育宗旨暨辦學理念 

提供「輸在起跑點弱勢學生」在地就讀 

理念 
培養「輸在起跑點的弱勢學生」蛻變為兼具專

業與通識，尊重生命、終身學習、宏觀視野、

愛與美人才的優質學府，為國家造就優秀人

才，提昇產業技術水平，促進經濟發展。

目標 
建構優質學習環境    落實適性學習教育 
提昇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深化國際競爭力 
精緻卓越發展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願景 

教學追求卓越 研究扶持創新 服務重視品質 推廣造就健康 

中州技術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雲林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虎尾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中興大學   逢甲大學 

台中教育大學 東海大學 

暨南國際大學 大葉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 靜宜大學 

區域

教育

產業 

以全人教育為目標/以奠基大一為基礎/以卓越教學為天賦 

以樂活學習為歷程/以專業職能為本位/以健康、數位文創暨服務產業為特色

多元適性發展教育/健康人格發展教育/本土化國際化兼具教育 

通識涵養與基礎專業能力兼顧教育/特色領域與推廣學習教育/優質健康校園營造

六大

主軸 

六大

策略 

辦學

特色 
專業領導 卓越教學 奠基大一 樂活學習 職能導向 特色創造 

健康產業 服務產業 

健康與照顧學群 工學群 商管學群
學
群
系
所 

保健與生物技術研究所 

保健營養系 

景觀系 

生物技術系 

餐飲廚藝系 

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幼兒保育系 

工程技術研究所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控制工程系

創思機器人學程

行銷與流通管

理系 

資訊管理系 

企業管理系 

校務

發展 
校園空間配置方案 

細部性設計/整體性規劃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在地行動/全球化策略 

數位內容學群 

資訊工程系 

視訊傳播系 

時尚創意設計與

管理系 

數位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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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校務發展之規劃，中州近程重點發展將結合學校自有經費與各項專案獎補助，

分四大具體執行重點如下： 

一、 「博雅國民」：重視通識教育、語文教育與服務學習教育，配合藝文中心展覽活動

與校園環境美化，型塑優質學習氛圍。 

二、 「大師領航」：訂定獎助補助教師進修、研習、研究、教學等各項辦法，新聘與禮

聘業界師資參與本位課程制定與協同教學，讓學教教育與國家產業

政策接軌。 

三、 「社會關懷」：以服務學習課程推動社區服務，積極推動建教合作與實習制度，運

用教師研發成果進行產學合作，協助中部區域產業升級與服務精

進。 

四、 「全球視野」：改善校園與宿舍網路光纖系統，增加圖書期刊種類，推動資訊國際

化，並開設多國語文與多元文化課程，培育具國際觀的技職人才，

未來將積極展開雙向留學，應用研發成果共創產學國際化。 

目前四大重點特色已取得具體績效，分別表現在： 

一、 「博雅國民」具體作法： 

(一) 提高學生語文能力，配合建構英語學習環境，營造外語學習氛圍；設置多媒體語

言學習中心、英文檢定考場及網路資料平台，推廣語文教學網與校園英語運動，

實施語文能力分級制度，並輔以補救教學，增加校內推動多元語文學習機會。 

(二) 均衡文化與科技人才培育，除建構數位化學習環境，增強學生資訊化能力；此外

為提昇就業競爭力，強化學生專業英語文學習、落實職場倫理教育，同時強化愛

與美教育。重視通識教育，實施五育並進課程，以「基礎通識」課程奠定學生語

文、邏輯及群體生活能力；「博雅通識」課程則強化學生在人文藝術、社會文化

及自然科學領域之能力，並培養思辨能力及終身學習之動力。 

(三) 強化多元學習途徑，落實學生禮儀與態度教育、施以健康與體育教育之體能耐力

訓練，確實執行增進勞作教育，涵育勤勞與服務美德，透過勞動方式學習愛大地

與愛人，提昇人文反思教育意涵，培養高感性、高體會能力的人生服務態度。 

(四) 創新麒麟學堂思惟，落實全人教育理念。結合在地資源和本校特色，建置「住宿

輔導體系」，形塑百果山山居學習中心，營造麒麟學堂環境，藉由同儕學習激勵、

社團活動推展及導師生活輔導，提昇學生對學校認同與向心力，感受「終生受照

護」信念。 

(五) 實施學習護照，詳載學習流程與參與藝文活動、演講及學術研討會之紀錄；定期

舉辦藝術展演及展覽活動，提昇學生多元學習管道。加強線上軟體自學機制，鼓

勵學生自主學習。 

(六) 設立藝文中心，定期舉辦藝文展示，97 學年度參展藝術家計有 52 人，參與活動

師生計有 3,513 人次，98 學年度參展藝術家計有 21 人，參與活動師生計有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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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七) 於圖書館二樓外廊設立微型博物館，提供地質科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展示，增進學

生對自然科學與地球奧妙之理解。 

(八) 建置模擬法庭，實施法院案例式教學與對話式教學，並進行情境演練，讓學生充

分理解司法制度之運作與法律所牽涉的心理、政治與社會層面，擴充學生生活中

的法律知識與常識。 

(九) 實施勞作教育，涵育勤勞與服務美德，透過勞動方式學習愛大地與愛人。 

(十) 舉辦「性別教育講座」、「生涯發展講座」、「生活倫理講座」、「彰化人文講

座」，涵育學生人文素養。 

(十一) 開設服務學習與行動解決課程，透過做中學、學中做，理解理論內涵並實踐於

生活，也藉此培養人際協調能力。 

二、 「大師領航」具體作法： 

(一) 強化與精進教師教學能力及第二專長，辦理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系列研習及工作

坊，擴大專題講座及協同教學。訂定教師評鑑分項指標，獎勵績優教師及追蹤輔

導待改進教師，落實教學評量追蹤及教學歷程檔案建置。 

(二) 強化教師導師輔導任務，定期舉辦教師知能研習活動，落實 office hour 輔導教學

及課餘時間之師生互動溝通，提昇班級經營職能。 

(三) 規劃麒麟學堂大師講座，邀請國內外各界大師蒞校演講，藉由講座大師樹立品

德、品質、學習、職涯各面向之典範教育，期使學生產生質變的潛移默化效果，

以回饋輔導座談及經驗分享，學習典範為目標，開展生涯方向。 

(四) 本校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從 95 年度開始積極進行校際與研究單位學術整合，

並訂有「教師研習補助」、「教師研究獎勵」及「取得專利獎勵」辦法，鼓勵教

師參與產學合作、技術研發及專利申請。本校之專利獲准數量，96 年度有 6 件，

97 年度有 28 件，98 年度有 14 件，99 年度有 9 件(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在產

學合作計畫上，96 年度有 98 件，計畫經費為 1,013 萬元；97 年度有 84 件，計

畫經費為 874 萬元；98 年度有 89 件，計畫經費為 1,546 萬元；99 年度有 70 件，

計畫經費為 773 萬元(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 

(五) 建立教師與研究人員良好進修制度，使老師隨時掌握最新的專業知識，提供學生

更適才適所的教育。99 年度教師進修 10 人次，研習補助約 87 件，其經費約達

1,045,475 元，教學獎助案件 231 案(人次)，經費約達 6,151,405 元。 

(六) 依照教師專長成立特色模組教師群，設置學程特色實驗室，建置完成學程教育所

需之軟硬體設備。各學系特色模組規劃如下：1.機電系：成形設計、製品設計、

熱流系統設計 2.電機系：電力電子、通訊系統 3.電子系：積體電路設計、光電半

導體 4.自控系：自動化設計、順序控制、伺服控制 5.資工系：軟體開發、嵌入式

系統、網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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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禮遇業界師資教學，聘請業界師資講授課程，或擔任教職工作，教授學生產品設

計與影視製作所需的基礎知識，並帶領學生進行工廠參觀與影像製作，提前與產

業接軌。本校助理教授以上高階師資比例為 67.03%，擁有教師實務經驗者共計

77 人，占 41.62%，具有專業證照專任教師有 130 人，占 70.27%。 

(八) 本校為鼓勵教師研究，制訂多項獎勵措施，獎勵條例如下：1.發表 SCI 等級以上

之論文每篇 30,000 元。2.會議論文每篇 14,000 元。3.國科會研究計畫每案補助等

同管理費獎勵金。4.公民營研究計畫視金額核定獎助額度（等同管理費獎勵金）。

5.教師可申請校內研究計畫補助如中州專題。6.執行專題研究成效卓著教師可獲

頒本校「專題研究傑出貢獻獎」，核發最高 50,000 元獎金及獎狀，並於學校慶典

中公開表揚。 

(九) 本校在國科會專題計畫接案表現上，96 年度有 23 件，97 年度有 26 件，98 年度

有 53 件，99 年度有 35 件(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在教育部專案上，96 年度有

10 件，97 年度有 13 件，98 年度有 8 件，99 年度有 6 件(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

在農委會計畫案上，96 年度有 4 件，97 年度有 4 件，98 年度有 11 件，99 年度

有 7 件(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總結本校於 96 年度在公部門建案共計 37 件，總

經費 1,948 萬元，97 年度在公部門計畫案共計 43 件，總經費 3,118 萬元；98 年

度在公部門建案共計 72 件，總經費 2,838 萬元；99 年度在公部門建案共計 48 件，

總經費 1,443 萬元。經由獎勵措施的推動，本校在公部門的建案數量與金額每年

都維持在一定的成果以上，顯示本校教師積極建案的努力。 

(十) 本校為強化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及專業發展進修之績效，並作為教師升

等、續聘、停聘、不續聘及獎勵等之重要參考，特依據大學法第 21 條規定訂定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本校教師評鑑之範圍包含教學績效、研究績效、服務績效、

輔導績效及專業發展進修五大部分。 

三、 「社會關懷」具體作法： 

(一) 工學群應用工業產品設計，結合健康產業持續開發教師之創思能量；商管學群應

用『ERP 學程』於農業產銷管理之推廣，結合中彰地區產業特性；健康照顧學群

依地區產業特性，致力於保健食品開發、運動休閒、造園設計規劃的發展。 

(二) 本校推行實務專題製作，題目訂定要能符合產業界發展之需求，藉由專題製作激

發學生在職場服務之創思靈感，體會腦力激盪、實務創作之重要性，在指導老師

的精心引領與要求下，完成具體、實用型精心作品與成就感。專題製作之同學，

把握參加校外競賽機會，成績輝煌、成果豐碩，為校爭光。96 年度獲國科會專

題研究及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共有 21 件，總金額 1,079 萬；97

年度獲國科會專題研究及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共有 23 件，總金

額 994 萬；98 年度獲國科會專題研究及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共

有 49 件，總金額 2,211 萬；99 年度獲國科會專題研究及國科會大專生參與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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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補助共有 33 件，總金額 1,190 萬。 

(三) 以就業市場所需專業能力設置『系科能力本位課程』，本校推行『系科能力本位

課程』，設定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能力，開設相關的專業課程，敦聘業界菁英組

成產業諮詢代表參與課程規劃，確保課程設計符合現今產業的需求，並能培育出

為產業所需的專門技術人才。 

(四) 為使學生與就業環境完整的相互銜接，設計『就業學程』，設計重點係以系所、

學群相關領域之就業創業為主。於學校最後一年課程配課時納入產業需求，同時

引進專業業界擔任技職師資。97 學年度，本校計成功爭取開設就業學程 15 項，

98 學年度開設就業學程 7 項，99 學年度持續辦理開設就業學程 4 項，有利於企

業選才，習修同學於課程習修完成便能立即投入職場，尤其本計畫結合證照檢

定，更可以公平及客觀方式證明自己能力等級及深度，作為業界招聘人員之客觀

證明。達到學習為就業做準備，畢業即就業的效益。 

(五) 配合課程需要，由教師領隊進行產業觀摩。校外參觀視同正式上課，由相關授課

教師擔任領隊實施。為使課程與產業相互動，推展校外實習課程，97 學年度校

外實習人次 241 人，98 學年度校外實習人次向上提升為 264 人。 

(六) 為有效推廣本校之專業研究與技術服務，本校積極與產業進行聯盟簽約，以合約

書或協議書等方式進行研發整合。目前已簽署產學合作之廠商共有 34 家，其中

包括與日商台灣浩壹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研發改良無人割草機。與頂新和德文

教基金會合作規劃「康師父的故鄉文化園區」。與歐亞研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

行能源新利用、節約能源新技術及 LED 照明之研發。96 年度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件數及經費總計 98 件，1,013 萬元；97 年度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件數及經費總計

84 件，874 萬元；98 年度產學合作案計有 89 件，1,546 萬；99 年度(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產學合作案計有 70 件，773 萬元。 

(七) 與勞委會簽署合作意願書，開辦以工業類科為主軸的產業大學模式，參加職訓 1

年、到業界實習 3 年，即可獲得文憑又能馬上輔導就業，是結合職訓與技職教育

的新創舉。 

(八) 97 學年「產學攜手計畫」，機電系辦理「精密機械產學攜手計畫」。本校與彰化

縣大慶商工及廠商合作，開設專班一班，四技進修部機械與電腦輔助系專班 1

班，補助經費每班 50 萬元。 

(九)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及自動化控制工程系申請教育部及經濟部「97、98、99

年度啟動產業人力扎根計畫」獲得通過。 

(十) 持續獎勵教師研提公部門（國科會、經濟部、農委會以及產業界）研究計畫，並

藉由中州專題經費的補助，逐步協助教師建立該研究技術的能量。 

(十一) 與中興大學簽訂學術與技術合作聯盟，促進校際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

學術合作、教師合聘、研究發展、圖書與資訊等四方面進行交流合作。並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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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學簽訂跨校選課策略聯盟協議。自 96 學年第 1 學期開始實施。雙方同意

每學期各提供 10 名免收學分費之跨校選課學生名額，方便、福利學生，進行

策略聯盟跨校選課。合約限額以外之學生得依選修酌收 1/2 學分費。 

(十二) 為加強本校與農業試驗所雙方學術合作研究之整合，訂定協議書規劃合作範圍

計有：雙方各提撥對等之經費以補助雙方研究人員進行學術合作；促進人才、

學術活動之交流及共享研究資源，包括農業試驗所人員得受聘為本校兼任教

師、共同舉辦學術演講、互相提供學術諮詢及期刊資訊之交換等。 

(十三) 與台中區農業改良場基於加強雙方學術科技資源整合與學術合作，訂定協議書

規劃合作範圍有：產學合作與學術研究、農業改良場人員得受聘為本校兼任教

師或校外顧問、人員互訪、本校學生至農業改良場進行校外實習、其他有助於

雙方互利的活動等。 

(十四) 本校與產業界的產學合作上，其成長表現十分優異。96 年度之計畫為 98 件，

97 年度為 84 件，98 年度為 89 件，99 年度為 70 件(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產

學合作金額於 96 年度之計畫金額更高達 1,013 萬元；97 年度之計畫金額為 874

萬元；98 年度之計畫金額為 1,546 萬元，99 年度(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之計畫

金額為 773 萬元。由此顯示，本校近年來所建立的相關產學內外部環境基礎建

設，已著實發揮具體之功效，帶動各系與產業界完成實質之交流。 

四、 「全球視野」具體作法： 

(一) 本校於國際交流策略與績效上，有一完整且可行的推動策略，除成立國際學術交

流委員會及訂定國際合作相關辦法外，國際學術交流活動日益增加。截止 99 學

年度止已辦理之活動如下： 

1. 德國波昂大學 Dr. Nolten 蒞校演講 

2. 德國海德堡大學 Dr. Gans 蒞校參訪 

3. 俄亥俄州立大學 Dr. Miller 蒞校短期講學 

4. 接待姊妹校清邁大學參訪團 

5. 接待姊妹校南京農業大學參訪團 

6. 接待姊妹校日本沖繩工專參訪團 

7. 協辦美國 Dr. Bernard Percy 蒞校參與研討會 

8. 協辦日本筑波大學蒞校參與研討會 

9. 辦理本校柴處長赴日參訪 

10. 辦理本校師長赴日本沖繩工專參訪 

11. 辦理姊妹校清邁大學交換學生來台 

12. 辦理本校師長赴清邁大學講學 

13. 辦理中國大陸福建省校長團蒞校參訪 

14. 赴馬來西亞出席 2009 台灣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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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邀請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 Dr. Prof. Miller 及泰國清邁大學 Dr. Prof. Aree 來校

講學 

16. 辦理中國大陸學生來台研修課程(研修期間一年) 

17. 辦理本校師長赴中國大陸福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及福建林業職業技術學院

講學 

18. 邀請德國 Kassel 大學 Prof. Dr. Béatrice Knerr、日本京都大學 Prof. DR. Kimio 

Morimune、美國喬治亞大學 Prof. Dr. Yao-Wen Huang、泰國清邁大學 Dr. Prof. 

Aree、菲律賓 Ateneo de Manila 大學 Dr. Rosula San Jose-Reyes、新加坡南洋

理工大學 Dr. Christine Lim、等國際學者蒞校講學及辦理研討會 

(二) 本校於 94 學年度計簽訂 5 所姐妹校，95 學年度新增 4 所，97 學年度止已和美國

喬治亞大學 ATHENS 校區(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日本國立沖繩工業

高等專門學校、泰國清邁大學、泰國 Mae Fah Luang 大學、大陸地區南京農業大

學、蘇州大學及福建省多所學校締結學術交流合作約定，截至 99 學年度止已累

計締結 49 所國際姊妹校。97 學年度起與泰國清邁大學簽訂相互薦選優秀學生前

往交換選讀及研習計畫，同時亦進行兩校教師交換講學計畫，本校自 98 學年度

起在不授予學分及學位之原則下，首度受理中國大陸福建省姊妹校學生申請來校

選讀課程，本計畫因執行成果良好，已延續至本(99)年度。 

(三) 辦理國際證照之培訓，以經費補助來鼓勵參與國外學術研討會與國際學術期刊投

稿，並全力配合各系申請辦理國際合作計畫經費之申請。 

(四) 於通識教育中開設多國語言課程，包括英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法文、俄

文等提供選修。另外，配合語言課程也開設相應多元文化課程，以供修課學生深

入了解他國文化與社會狀況，所開多元文化課程包括美國社會與文化、日本社會

與文化、韓國社會與文化、法國社會與文化、西班牙社會與文化、俄羅斯社會與

文化。 

(五) 實施施英文補救教學與證照輔導制度，針對學習能力較低者施以課後輔導。同

時，積極培訓與輔導學生通過英檢考試，對參加英檢學生給予報名費補助，97

學年度參加全球英檢課程輔導統計 614 人次而報考 109 人次通過英檢者計 33 人

次，於 98 學年度參加全球英檢課程輔導統計 789 人次而報考 1,000 人次通過英

檢者計有 328 人。 

(六) 實施外語諮詢服務與留學諮詢服務，安排外語教師於圖書館及語言中心駐館。 

(七) 校園與宿舍佈建光纖網路，多處無線上網。 

根據上述作為，本校近四年校務發展成績優良，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成果豐碩：承

接國科會、政府與民間計畫共計 423 件；論文發表篇數 1,585；已核准專利數共計 48 件。而

在獎助教師、學生與產學合作上，訂定完整的獎勵辦法，如：「中州技術學院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究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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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補助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專利申請與維護補助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

教師取得專利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學術著作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

術學院教師競賽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教師證照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

學院教師指導學生獎勵實施要點」、「中州技術學院提昇教師素質獎補助原則」。目前

獎助教師已獲得具體成果，教師研究共106件、教師發表論文共214篇、教師競賽獲獎共7件、

教師取得專利共 4 件、教師取得乙級以上證照共 2 張、教師指導學生競賽獲獎共 12 件、教師

指導學生取得證照共826張、教師參與研習、研討會約76人次。未來師資結構規劃將逐年

增長助理教授以上師資比例，而研究能量也將在既有基礎上(如下表)以年成長 10%為

目標。 

 

指標項目 96 年度指標 97 年度指標 98 年度指標
99 年度指標 

(99/1/1-99/11/1) 
97/98 

成長百分比

全校教師人數（人） 213 197 198 185 0.51% 
總論文篇數（篇） 463 446 562 214 26.01% 

平均每位教師篇數

（篇/人） 2.174 2.264 2.838 1.157 25.35% 

TSSCI,SCI,SSCI,EI,
AHCI 等重要研究論

文篇數（篇） 
59 72 65 25 -9.722% 

平均每位教師重要 
研究論文篇數（篇/
人） 

0.277 0.365 0.328 0.135 -10.14% 

 

年度 96 年度指標 97 年度指標 98 年度指標
99 年度指標 

(99/1/1-99/11/1) 

97/98 
成長百分比

國科會計畫通過件數 23 26 53 35 103% 

國科會計畫執行 
件/人(含講師) 0.108 0.131 0.267 0.18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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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各系所及行政單位將根據學校重點特色，規劃發展方向。各系所重點特色如下： 

100年度【系(所)發展方向】 

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工 程 技 術 研

究所  

  主要以「產業新產品開發」與「產業關鍵零組件開發」為中心發展之

核心目標。藉由整合學群教師，積極推動企業與學群之產學合作計畫，快

速累積研發能量，提供產學雙方技術交流及產業研發與設計人才培育之管

道，藉以吸引優秀人才加入研發設計工作，樹立本校良好之研究風氣與教

育品質。 

機 械 與 電 腦

輔助工程系  

1. 以「電腦輔助應用」為技術核心，建構精密加工系統相關專長研究項目

實驗室，培養學生精密加工能力，提升職場競爭力。 

2. 輔導各項精密機械加工之技能檢定，藉由加工能力提昇，培訓技能檢定

相關練習以培育注重實務，符合產業需求的電腦輔助專業技能的機械科

技人才。 

3. 強化本校實務模具開發應用、產學合作案等效益。 

電機工程系 

配合國家產業政策及電機電子相關科技的發展趨勢，培養六大新興產

業所需人才，本系將教學與研究之發展方向規劃為「電能與控制」及「網

路與通訊」兩大領域，以網路通訊技術控制綠色能源於民生居家之應用。

發展主軸為通訊技術應用於「數位家庭通訊平台」、「無線居家照護系統」；

綠色能源之開發、轉換、儲存再生與生活應用，以符合節能減碳新生活形

態。透過基礎技能培養，實物觀摩製作，提昇學生於「健康照顧產業」

之就業競爭力。 

電子工程系 

電子系是以電子電路為基礎，以光電半導體與晶片設計為發展方向。

同時結合工學群各系教學與研究資源，規劃電子電路設計模組與課程配

套，並加以應用進而提升整體的能量為主。同時亦規劃生醫感測實驗室，

以結合感測器、無線網路、嵌入式等相關技術，建置生醫感測網路平台，

以應用於民生電子或居家照護等。 

自動化控制系 

  以培養產業所需之「工業自動化」與「機電控制系統」之改良與設計

人才為目標。透過「順序控制」、「自動化」、「機電整合」和「伺服控制」

的課程訓練，使學生具備產線物流規劃、PLC 順序控、產品檢測系統設計、

產線監控系統、控制系統之機構設計、信號處理、系統模型識別與控制法

則設計等自動化設計所需之專業知識。學生畢業後將可勝任自動化工程師

與製程工程師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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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行銷與流通管

理系 

1. 培養兼具行銷、物流與服務管理技能之產業中階人才。 

2. 教育生活上具有愛與美之人格特質，職場上具有溝通學習能力、專業知

能、語文能力與專業證照等優質專業人才。 

3. 推動國際學術交流與產業策略聯盟。 

4. 配合商管學群規劃設立獨立研究所—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5. 組織研究團隊，發展產業經濟、物流、餐飲管理、行銷與數位化行銷等

領域的學術研究。 

6. 將教師的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與地方特色產業相結合，發揮輔導地方產

業行銷發展的功能。 

7. 結合供銷營運科技服務體驗中心，強化學生在賣場之數位化實作經驗，

並結合競賽活動以深厚學生之學習興趣、賣場經營運作模式與掌握經營

之關鍵要素，培育具備資訊數位化與行銷能力的服務產業人才。 

資訊管理系 

1. 整合系內課程與業界實務，在學以致用的指導原則下，培育理論與應用

兼顧的學生。 

2. 鼓勵學生取得有關企業資源規劃、顧客關係管理與多媒體等相關證照。

3. 加強學生有關程式設計與專題實作之能力。 

4. 加強學生 ERPII 與 CRM 分項模組操作之技能熟悉度，與其各模組間之整

合能力。 

5. 增設資訊技術相關研究室。 

6. 更新電腦教室設備。 

企業管理系 

1.規劃企業資源整合，以企業資源規劃與企業模擬競賽管理系統，致力推

廣ERP與企業經營模擬的實務能力，培養學生創意思維與資源整合的就

業力，並學習團隊合作與解決問題的競爭力。 

2.培育具備企業五管資源的整合能力，應用在導遊與領隊之觀光資源上，

並兼備互動式多媒體遊戲的技術，以達到具備企業資源整合之就業力。

3.更新企業模擬專業教室電腦設備，以因應培育學生具備多媒體之資訊與

專業能力。 

4.培養學生具備數位化觀光資源典藏之能力，以涵育具備數位導覽、互動

式多媒體設計與網路行銷之會展設計人員。 

5.培育能運用觀光資訊系統、觀光地理資訊系統、以及電腦繪圖專業能

力，具備休閒遊憩產業規劃能力。 

幼兒保育系 
1、發展模組課程，配合幼保政策趨勢，增設「課後照顧人員」模組課程。

2、配合學校教學卓越計畫規劃幼保系課程學程化實施要點。 



 

 17

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3、推動本系教師至幼兒園所臨床教學，以提升教師實務經驗。 

4、添增幼兒繪本、視聽教學媒體以及教師研究、指導專題製作用的研究

軟體，以提升實習及專題製作課程的教學品質。 

5、發展幼兒園所輔導團隊，運作產學合作與幼兒園所相結合，強化深耕

社區。 

6、教師「一文一案」為原則，提升教師發表期刊論文與產學合作的參與。

7、發展以「幼兒照顧與教育」為特色的幼兒保育系專業社群。 

保健營養系 

(更名 :保健食

品系含碩士班) 

1、以保健食品開發、產製與檢驗分析為發展重點。 

2、強化保健食品研發暨檢驗中心的設備及通過實驗室TAF認證為目標，

落實專業技術產業合作案，加強學生實務操作能力。 

3、以研究團隊的方式執行系發展特色-「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特色發展計

畫」與典範計畫-「養身保健產品與市場開發計畫」。 

4、增加與落實本系相關檢定場之運作，提升本系學生參與勞委會技術士

乙、丙級證照考試的通過率。 

5、持續邀請產業專家擔任本系之課程發展委員，參與本系課程規劃，使

本系課程充份與產業接軌。 

景觀系 

1、積極爭取使用彰化縣景觀苗木生產專區，作為產官學合作的契機，達

到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相輔相成效果。 

2、「輔導八卦山西麓休閒農場轉型經營」：結合芬園、員林、社頭、田中、

二水五鄉鎮；導入新的經營思維，發掘各農場之核心資源； 以合作代

替競爭，創造地區性的休閒農業市場。 

3、規劃發展「虛擬庭園」來模擬實體庭園，以解決現實空間不足問題，

藉由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技術建置之景觀元素所組成的環境

來作為刺激感官的工具，以達景觀療癒效果。 

4、透過新購儀器設備可使本系在教學設備更加多元及豐富，教學的品質

和數據化分析更具準確及精確性，同時可提升同學學習意願及效率。

因為教學配合研究的設備購入，在教學與產學合作等研究之產出上將

獲得大大提昇。 

運動與健康促

進系 

以全方位、多元化與多屬性的運動休閒、高齡運動、體適能、運動防

護、運動管理與健康促進專業課程為核心，培育學生具備專業運動指導、

運動休閒產業管理、體適能檢測、運動貼紮、高齡運動、健康促進為主要

目標，課程內容方面強調應用性與實務性，「運動指導管理」和「健康促

進」兩個主要領域。除專業能力外，也注重建教產學合作、實務操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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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區服務及教學實習等，讓學生從服務中學習，實習中參與健康促進的推廣

及規劃，奠定學生未來就業或進修之紮實根基。 

餐飲廚藝系 

1、配合學校教學卓越計畫，規劃餐廚系課程模組化，發展特色。 

2、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特色，將餐飲廚藝配合健康、保健、養生、特色餐

飲等發展主軸。 

3、落實系科特色，積極遴聘相關師資。 

4、建立優質軟、硬體設備的教學研究環境(尋求教學空間及軟硬體建設) 

5、成立檢定場(中餐烹調乙丙級、食品烘焙乙丙級及西餐烹調丙級等)，推

動師生在校原地考照之教學目標。 

6、成立多功能廚藝教學研究示範教室，推行餐飲廚藝之研究教學。 

7、增加產學合作的功能與機能。 

資訊工程系 

  以資訊工程技術為核心，致力於網路與軟體工程、嵌入式系統之應

用，培養具備「健康的數位創意思維」之網路遊戲及遊戲平台設計人才。

發展主軸除了原本的消費型創意電子產品及機器人應用之外，目前已經將

網路應用及軟體開發整合到數位內容之技術發展，以多媒體及網路遊戲為

發展方向。老師分為兩個研究群，分別為「資訊應用組」及「多媒體與遊

戲設計組」，並在相關研究、教學、課程規劃及專業證照的取得方向與系

所發展方向吻合。 

視訊傳播系 

1、以影視文化創意結合學群之服務創新為主軸，發揮文化創意特色與人

文關懷服務社會與人群。 

2、配合經濟部「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十二大項培育創新專業人

才與六大新興產業政策，發展以影視為主之文化創意產業。 

3、強化影視與動畫製作等課程，加強影視製作之數位製作能力。  

4、配合學校政策，推動影視多媒體跨領域課程之整合，加強影視與多媒

體軟硬體設備，籌設成立「中台灣藝文資訊平台」。 

5、全面推動實習制度，輔導學生畢業即就業。 

時尚創意設計

與管理系 

1. 配合政府六大新興產業政策及經濟部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以文

化創意產業為發展主軸。培育具創意、品味、個性化之時尚設計領域相

關人才與創造美學經濟未來發展為使命。 

2. 配合學群之服務創新目標，積極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相關人才。 

3. 放眼國際，強化設計專業人才的國際競爭能力，提供繼續深造之基礎。

4. 尋找自身定位，推動本土文化創意產業，建立自有品牌邁向國際社會為

目標。 

5. 聘任時尚創意相關領域之師資，培養學生文化創意及人文藝術之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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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系(所)發展方向 

6. 設立創意設計中心。 

7. 強化美容／美體專業教室之功能與設備。 

8. 建立彩妝／美髮專業教室之功能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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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部門】 

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一、教務處 

1. 持續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及強化教學評鑑成效。 

2. 厚植學生基礎能力。 

3. 提升學生證照取得成效。 

4. 擴展全人通識教育。 

5. 擴增數位化教學與學習環境。 

6. 賡續營造外語學習環境及增加外語教學。 

7. 完備專題製作教學特色。 

8. 推展業界師資教學納入回流教育課程，提供社會各階層在職人員進修專

業技能管道及專業知識，以培育符合業界實務需求之高階技術人才。 

二、學務處 

1. 持續推動「營造友善校園，加強安全教育」、「強化導師輔導知能，健

全學生全人人格」兩大發展目標。 

2. 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提昇學生就業適應力及競爭力」中社團護照之推

動，充實學生社團設備並補助學生社團活動經費，鼓勵同學積極參與社

團活動及社區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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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三、總務處 

一、圖書館二館建置 

有鑒於目前本校圖書館之樓地板面積為 4,664m2，以改制科大之標準尚

不足 336m2（科大標準為 5,000m2），因此規劃於蕙和樓改建為圖書館

二館。 

二、無障礙空間工程 

為照護身障學生，本校於 96 學年度起即積極進行全校無障礙空間之改

善。目前已於踐初樓與行政大樓間設置一雙開電梯，於 98 年 9 月啟用。

而為連結踐初樓與體育館，99 學年度將建置由踐初樓橫跨中州路至體

育館之鐵橋，以利身障學生通行，並保護用路人行的安全。 

三、強化環保節能環境 

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以建立一個永續發展的環境，因此，99 學

年度將於沁明樓建置電力監控系統、學生宿舍建立水表監控系統；且利

用永續能源，將於校內道路建置風力太陽能路燈，以節約本校水電相關

費用支出。 

四、毒性化學物質管理系統 

學術機構是學習新知識的地方，許多重要的學理都必須藉由研究、實習

或實驗來印證。為了讓學習更順利進行，常需用到各種化學藥品、器具

及設備，由於研究領域及層次日益專精深入，所使用的化學藥品種類也

日益增多。其中，毒性化學物質除了會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並對人體

及生物造成明顯而長期之危害。因此，如何做好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之管理，可說是當前化學實驗室避免重大化學災害發生之重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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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四、研發處 

1. 訂定「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究獎勵實施要點」，透過獎勵方式，提昇本校

教師與產業互動之意願，以及做為補助執行計畫之運用，使本校教師得

以在良好的環境中，以個人接案、產學中心或跨系所教師合作等方式，

與公私立部門進行實質的產學合作計畫。 

2. 100年以執行 30 個產學合作為目標，協助輔導 20 家以上企業積極從

事 創新研發工作，並逐年提高產學合作計畫之質與量。 

3. 100 年以申請 20 件專利案為目標並以每年 10 件之增加速度逐年提高

並 保護全校師生之智慧財產權，在累積全校專利 50 件以上後積極將本

校智慧財產權活化將其技術移轉以利企業界之技術提升。 

4. 「推動師生國際交流」、「辦理國際活動與締結姊妹校」以及「吸引外籍

生來校攻讀學位及增加外語教學」，為本校98-102學年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的策略與首要任務。 

5. 積極推動「就業學程」及「產業攜手計畫」，期以建立學生完整的學習

歷程，強化學生專案實務能力，為國內培養具實務經驗適才適所的高級

技術人才。 

6. 設置畢業生離校管理作業程序，並執行應屆畢業生對學校滿意度問卷調

查，提供學校改革參考。結合校友資源，設置各地區服務據點，推動各

項校友服務，活絡「中州人」情誼。 

五、終教處 

1. 建構完整檢測平台，提供全方位服務，使本校成為中部地區技術士技能

檢定考試之發證中心 

2. 提升本校甲級、乙級、丙級證照之合格檢定試場數量 

3. 整合校內各種教育資源，提供適合社會大眾需求的訓練課程，增進本校

與社區的互動關係，提升本校知名度 

4. 以本校辦理社區大學與教學中心作為推廣教育的發展據點，並且充分結

合本校 25 個技能檢定術科考場優勢，辦理證照輔導課程，以推廣教育深

耕彰化社群，成為在地社區進修唯一選擇。 

5. 以推廣教育、社區大學與證照考試服務作為學校與社會大眾之溝通平

台，讓中州技術學院走出去，讓社會大眾走進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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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六、資訊處 

1. ISMS 資訊安全認證推動 

2. 全校內網骨幹入侵偵測防禦系統 

3. 主機備援系統(虛擬化伺服器系統備援) 

4. IPv6 校園網路服務推動 

5. 數位學習平台的穩定及擴充 

6. 資訊站、自動繳費列印機 

7. 學生及教職員證之應用業務推廣 

8. 資料採擷系統 

七、圖書館 

1. 以充裕經費購買符合教職員生所需圖書與資料庫等圖書館資源 

2. 完善的人力資源，各部門清楚的分工，讓讀者享有親切與快速的服務

3. 建構豐富入口網站，從網站提供多元的學習資源 

4. 提供穿越時空之無線學習與校外遠端認證 

5. 積極參與館際合作，拓展虛擬館藏，使學生能取得多項學術資源 

6. 有效運用校內師生人力資源與行政單位資源 

7. 與社區緊密結合，圖書與人力資源互惠共享 

8. 圖書館內圖儀設備全面 e 化管理，以有效人力運用 

9. 提供多元化與主動式服務 

10. 持續建構主題化館內設施 

11. 持續營造舒適、貼心與安全的閱讀空間 

12. 充足的開放時間，使學生更有彈性的規劃學習時間 

13. 提供全館監視錄影及緊急安全警報系統，提升圖書館服務的價值 

14. 要求讀者登錄帳號密碼，確保個人資料安全 

15. 資料定期備份 

16. 張貼警語，請專家演講，深植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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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八、人事室 

1. 全校生師比維持在28以下，日間生師比維持在18以下。 

2. 目前中州技術學院共有185位教師，助理教授以上之師資124位，所佔助

理教授以上比例已經超過67.03％；其中具有博士學位者計有109位，具

有碩士學位者74位，博士師資佔全校師資58.92％。 

3. 積極培育教師，目前有42位講師進修博士班，並鼓勵教師辦理專門著作

升等，賡續提升本校教師師資結構，擴大延攬禮聘知名國立大學資深教

授來校主持講座教授與客座教授，預計100學年度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將

可達68％以上。 

4. 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加強訓練職員之專業智能及素養，特別鼓勵職員

在職進修及參加校外行政研習，以提高個人競爭力以及學校之行政效

率。 

九、會計室 

1. 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加強預算之編列與執行力，強化會計作業系

統與資訊分析能力，按月提供執行成果隨時檢討經費資源配置。 

2. 確實執行內部審核制度並按校務發展需求實況提供修正預算及計畫建

議，使經費之使用更趨合理及有效性，藉以厚植學校權益基金，支應校

務長期發展之需。 

十、通識教育

中心 

以通識教育培養學生成為德智兼具、慈慧雙修、多元融合、完整均衡的

人，使其除了具備專業技能之外，還有豐富的知識與正確態度，建立優質的

職場競爭力。具體作法包括： 

(1) 整合基礎通識課程以充分搭配及銜接專業課程，落實基礎教育。 

(2) 規劃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進之博雅課程，培育學生多元能力。

(3) 舉辦教學方法研討會及教學輔訓活動，強化教師之教學能力。 

(4) 多元化教學搭配博雅情境教室之展出，增進學生之學習成效並陶冶其

藝術氣息與科學涵養。 

(5) 提供服務學習與創意學習課程，培養學生「做中學」及獨立思考、解

決問題之能力。 

(6) 舉辦就業講座及職場研習營，提昇學生在職場之競爭力，發揮人才培

育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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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各行政部門發展方向 

十一、語文教

育中心 

1. 提升本校教職員生及社區人士外語能力。 

2. 開設各種外語與國際文化教育課程。97學年度共開設英文課程21班，日

語課程1班。98學年度共開英文課程8班，日語課程2班。99學年度上學

期開設英文課程7班，日語課程1班。 

3. 辦理外語檢定測驗。98學年度全球英檢通過率為32.8%。通過率擬以5%

為目標並逐年提高。 

4. 舉辦各項外語競賽、活動及工作坊，如：中州新生盃英詩朗誦比賽、日

詩朗誦比賽、英文單字比賽、外語嘉年華週、職場外文講座、英日語歌

曲敎唱工作坊、學習技巧工作坊...等。 

5. 推動與外語相關之產學與建教合作案。 

6. 開設外語推廣課程供社會人士選修。 

7. 開設華語文進修課程，供本校外籍生及旅居台灣之外籍人士選修。 

8. 營造全校學習外語之氛圍，如：設立語言學習園地、外語諮詢及外語環

境建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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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100）年度發展重點 

100 年度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藍圖，積極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本校深知教學之成效深

受各種軟硬體因素影響。硬體包括（1）師資（2）圖書儀器設備（3）教學空間（4）教學

設施；軟體即是師資素質與行政效能，包括研究能量、教材內容與課程規劃、教學評鑑、

教師成長研習、行政職員研習等等。為避免寶貴的獎補助款零星使用，將盡力發揮一元當

十元使用的經濟效能。100 學年度的本校發展重點，側重健康照顧產業為主軸。 

(一)健康照顧學群發展方向涵蓋健康促進、全齡照顧及人文關懷等三大領域，以培養健康與

照顧專業人才、關懷弱勢與促進全人健康、推廣健康維護及保育照顧之生活為理念。期

望藉由健康的飲食、保健食品及均衡的營養、適量的運動、舒適的景觀來達到健康的功

效；並由幼兒的全方位照顧到銀髮族的養生餐飲、保健食品及養生運動著手，不僅維持

身體的健康，更搭配虛擬庭園的療癒技術和園藝治療等方法讓身體恢復健康，並培育出

具有專業能力之人才。基於上述理念及方向，本學群將結合各系特點共同向健康與照顧

領域發展，培育相關人才以服務產業，提昇在地產業的競爭力及品質，以達到產學合作、

永續發展及經營之目標。 

(二)工學群方面以健康產業為特色主軸，及配合國家發展六大新興產業發展及能源相關科技

應用與推廣成立工學院，工學群研究中心規劃發展重點如下： 

(1). 產業技術暨自行車研發中心 

(2). 居家照顧產業研發設計中心 

(3). 能源科技研發中心 

提升教學模組師資設計能力，製作特色教學模組教材，檢視教學成效。組成產品設計團

隊，爭取產業夥伴，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增加產品設計能量、掌握產業技術。 
(三)商管學群 

1.結合地方特色與學群專業知能，將企業資源規劃融入地方產業，提高產業競爭力，綜

合理論與實務，增進與產官學間的互動關係。 
2.利用中小企業診斷與行銷中心與服務創新暨會展產業服務中心，掌握社會與產業脈

動，維護學術研究、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供需平衡。 
3.落實現代化、電腦化與網路教學，配合專業課程相關領域，應用各項實務軟體，使學

生具備紮實的理論基礎與電腦運用能力。 
4.積極鼓勵院內教師成立研究群，提昇院內研究能量，與應用研發成果於教學、服務之

基礎，並增加與他院、校合作之機會。 
(四)數位內容學群 

1. 以本校「健康產業」之發展主軸，數位內容學群一方面發展資訊技術，另一方面應用

資訊技術以發展動畫、多媒體及影視製作。 
2. 以資訊工程技術為核心，致力於網路與軟體工程、嵌入式系統之應用，培養具備「健

康的數位創意思維」之網路遊戲及遊戲平台設計人才。 
3. 配合政府六大新興產業政策及經濟部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以文化創意產業為

發展主軸。培育具創意、品味、個性化之時尚設計領域相關人才與創造美學經濟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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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為使命。 
4. 配合經濟部「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十二大項培育創新專業人才與六大新興產

業政策，發展以影視為主之文化創意產業。 
 

依據學群重點特色，本校整體發展經費需求主要分為兩部份： 

1. 資本門經費需求 

根據各教學單位之中程發展規劃，基於提升教學與研究能量，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

及研究設備，除基礎設備需要更新外，增添相應精密儀器與設備更顯迫切。此外，圖書、

電腦相關軟硬體同步升級，才能使教師與學生能夠快速獲得資訊，學習最新知識與技能，

提高研究與教學效能。 

2. 經常門經費需求 

現階段本校需大量挹助經費於提昇研究與教學品質，並針對系所需要新聘特殊專長

師資。因此，經常門經費需求，將依校務發展中長程規劃，主要投注於改善師資結構與

素質、鼓勵專利與產學合作與精進職員行政效能的培訓上。 

私立學校的財務來源主要為學雜費收入與獎補助款，教育部的財政支持將是本校校

務發展的重要支柱。本校將秉持自我設定願景與目標，致力提升教學品質，改善教學設

備，朝向營造質優教學型技職學府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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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支用計畫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之關聯 

一、資本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資本門重點支用項目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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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本門規劃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餐
飲
廚
藝
系 

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特

色，將餐飲廚藝配合健

康、保健、養生、特色餐

飲等發展主軸。 

1. 烘培暨西餐教室

相關設備 

2. 飲料調至暨餐服

教室相關設備 

基礎廚藝課程、烘培、西

餐烹調、吧檯管理、餐飲

服務 

一
、
各
所
系
科
中
心
之
教
學
及
研
究
設
備 

機
械
與
電
腦
輔
助
工
程
系 

1. 建構以「電腦輔助應用」

為技術核心，培養學生

具有製品設計開發、模

具製程技術、成型生產

技術三種實務能力，以

符合產業需求的電腦輔

助專業技能的機械科技

人才。 

2. 配合本校自行車及產業

技術研發中心開發產品

及研究需求。 

3. 輔導各項精密機械加工

之技能檢定。 

多軸精密加工機(含

控制器) 

1. 建構精密加工系統相

關專長研究項目實驗

室，培養學生精密加工

能力，提升職場競爭

力。 
2. 藉由加工能力提昇培

訓技能檢定相關練

習；配合基礎實習等大

概有上、下學期各 30
小時左右；使用頻率大

約 70%。 
3. 可培訓業界五軸加工

技術專業人才，強化本

校實務模具開發應

用、增加產學合作案等

效益。 
4. 產學服務案每年約 5
件及產學合作案 1 件。 

中長程

校務發

展目標

六：充

實軟硬

體設施

P3 
 
健康照

顧學群

重點發

展特色

P34 
 
工學群

重點發

展特色

P72 
 
數位內

容學群

重點發

展特色

P112 
 
商管學

群重點

發展特

色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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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時
尚
創
意
設
計
與
管
理
系 

1. 配合政府六大新興產業

政策及經濟部服務業發

展綱領及行動方案，以

文化創意產業為發展主

軸。培育具創意、品味、

個性化之時尚設計領域

相關人才與創造美學經

濟未來發展為使命。 
2. 配合商管學群之服務創

新目標，積極培育文化

創意產業相關人才。 
3. 放眼國際，強化設計專

業人才的國際競爭能

力，提供繼續深造之基

礎。 
4. 尋找自身定位，推動本

土文化創意產業，建立

自有品牌邁向國際社會

為目標。 

1、強化美容／美體

專業教室之功能

與設備。 

2、建立彩妝／美髮

專業教室之功能

與設備。 

1.強化多媒體技術之應

用。 
2.配合證照課程。 
3.強化美髮造型之應用。 
4.強化美髮整體之設計。 
5.強化美容保養之技術。 
6.配合美容乙級證照之

取得。 
7.強化服裝造型之應用。 
8.強化服裝整體之設計。 
9.配合服裝證照之取得。 
10.提升美感與設計能

力。 
11.增進實務操作經驗。 
12.強化產業經營管理之

能力。 
13.配合 ACA 電腦繪圖

證照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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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視
訊
傳
播
系 

配合影視製作需求，橫向

聯繫創意與多媒體設計

系，開設符合本系需求之

2D 及 3D 動畫、多媒體製

作課程。 

為因應台灣影視產業結

構的發展與演進，以及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

趨勢，本系以培養具整體

思考與人文素養之創

作、技術服務或影音產業

企劃、執行之中階實務操

作人才為主要目標，培育

愛鄉土、放眼國際新一代

數位藝術的創作者以及

創意規劃、執行的服務

者。 

繪圖電腦 1. 提升專題製作之水

準。 

2. 持續加強學生實作能

力並輔導學生參加技

能檢定考取證照。 

 加強影視製作能力。 

 發展真人實拍與虛擬

實境技術與設備。 

 成立中州電視台。 

3. 發展視覺特效技術。 

 發展後製技術整合。 

 推動成立影視製作中

心。 

4. 規劃成立「中台灣藝

文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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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企
業
管
理
系 

(1)規劃企業資源整合，以

企業資源規劃與企業

模擬競賽管理系統，

致力推廣ERP與企業

經營模擬的實務能

力，培養學生創意思

維與資源整合的就業

力，並學習團隊合作

與解決問題的競爭

力。 
(2)培育具備企業五管資

源的整合能力，應用

在導遊與領隊之觀光

資源上，並兼備互動

式多媒體遊戲的技

術，以達到具備企業

資源整合之就業力。 
(3)更新企業模擬專業教

室電腦設備，以因應

培育學生具備多媒體

之資訊與專業能力。 
(4)培養學生具備數位化

觀光資源典藏之能

力，以涵育具備數位

導覽、互動式多媒體

設計與網路行銷之會

展設計人員。 
(5)培育能運用觀光資訊

系統、觀光地理資訊

系統、以及電腦繪圖

專業能力，具備休閒

遊憩產業規劃能力。 

(1) 加強相關專業教

室軟硬體設備-投

影機 3 台 

(2) 加強相關專業教

室軟硬體設備- 

Flash 動畫軟體 1

套 

(3) 加強相關研討室

軟硬體設備-多媒

體電腦 30 組 

(1) 配合本系已購置之企

業資源規劃、企業經

營模擬、SPSS 統計、

休旅模考系統等應用

軟體，授課之需要。 

(2) 配合學群發展中小企

業診斷與行銷中心。 

(3) 配合本系因應重點發

展特色增設「觀光休

閒管理學程」之導遊

與領隊相關課程之教

學與實習需要。 

(4)配合本系擬成立「服

務創新暨會展產業服

務中心」，對多媒體數

位教學設備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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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行
銷
與
流
通
管
理
系 

1. 培養兼具行銷、物流與

服務管理技能之產業

中階人才。 

2. 教育生活上具有愛與

美之人格特質，職場上

具有溝通學習能力、專

業知能、語文能力與專

業證照等優質專業人

才。 

3. 推動國際學術交流與

產業策略聯盟。 

4. 結合供銷營運科技服

務體驗中心，強化學生

在賣場之數位化實作

經驗，並結合競賽活動

以深厚學生之學習興

趣、賣場經營運作模式

與掌握經營之關鍵要

素，培育具備資訊數位

化與行銷能力的服務

產業人才。 

一、 加強相關專業

教室軟硬體設備—

賣場經營決策系統 

二、 加強相關專業

教室軟硬體設備—

We100 空海運文件

報關 EDI 系統 

1. 此決策系統賣場為培

養學生商業脈動與賣

場經營之決策能力，且

達到理論與實務合一

為目標。 

2. 模擬業界全球運籌作

業流程實務運作，配合

技能檢定與證照考試

並以貼近情境實務的

整合學習系統，提供學

生實習運用，實務操

作，強化就業職能，落

實教育部 e 化創意教

學。 

3. 強化師生量化分析的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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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運
動
與
健
康
促
進
系 

以全方位、多元化與多屬

性的運動休閒、高齡運

動、體適能、運動防護、

運動管理與健康促進專

業課程為核心，培育學生

具備專業運動指導、運動

休閒產業管理、體適能檢

測、運動貼紮、高齡運

動、健康促進為主要目

標。 

1. 銀髮族體適能設

備 

2. 模擬高齡者體驗

裝置 

3. 抗老化運動設備 

4. 中風模擬之半身

麻痺體驗裝置 

5. 遠紅外線治療儀 

1. 透過課程，瞭解高齡者

或身障者之需求，深入

瞭解長輩內心，創造出

適合高齡者及身障者

之企劃，確實地因應高

齡者、身障者等族群之

多樣化需求。 
2. 抗老化運動指導課程

協助銀髮族提升體適

能。 
3. 經由對現有設施的使

用，可更了解中風患者

在生活上的不便，也清

楚知道只要我們做些

小修正，就可以讓中風

患者有方便又安全的

生活環境，更可以擁有

尊嚴的生活。 

電
機
工
程
系 

配合本系增置乙級檢定

之設立以培育注重實作

能力，符合業界之電力能

源轉換之需求人才。 

電力電子檢定暨教

學實驗設備 

1.本系擬建置電力電子

乙級檢定場，提昇學生

之電力電子實作能

力，對未來電力領域之

開發與轉換職場更具

實戰能力。 
2.配合相關電力電子課

程，提供學生電力電子

乙級檢定相關練習機

會，鼓勵學生參與檢定

及提高取照率，以展現

本系特色。 
3.在學界電力轉換開發

應用及產學合作上可

作為人才培育教育訓

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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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資
訊
管
理
系 

支援資訊管理系相關課

程，包含企業資源規劃導

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企業資源規劃與生產管

理、企業資源規劃與財務

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運

籌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

銷售配送、企業資源規劃

與系統分析設計、企業資

源規劃與流程管理等。 

顧客關係管理特色

研究室(1*1 拼接式

電視牆、觸控互動設

備、8*8 電腦矩陣選

擇器、VGA TO DVI

定頻器、自動控制主

機、5.2 吋無線觸控

銀幕) 

配合本校商管學群之服

務創新目標： 

1.強化顧客關係之應用。 

2.強化企業資源規劃之

設計。 

3.配合 ERP/CRM 證照之

取得。 

保
健
營
養
系 

1.以保健食品開發、產製

與檢驗分析為發展重

點。 

2.強化保健食品研發暨檢

驗中心的設備及通過實

驗室 TAF 認證為目標，

落實專業技術產業合作

案，加強學生實務操作

能力。 

營養管家軟體(含電

腦及印表機) 

自動細胞計數器 

1.為飲食成分與營養素

含量之分析軟體：可以

運用於膳食設計相關

課程，並可以運用於典

範計畫之保健養生產

品之營養標示。 

2.用於保健食品開發之

功能鑑定，可協助保健

食品開發中心之產學

合作業務，在教學上可

配合保營系之專題製

作、儀器分析，與保生

所之保健食品科學實

驗法與論文專題研究

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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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自
動
化
控
制
工
程
系 

1. 本系以產業機械控制

為主，PLC 為很重要的

控制器，可發展多元

PLC 控制技術。 

2. 透過設備，學生可習得

數位訊號的處理，增加

就業競爭力。 

1.可程式控制器與

周邊輸出輸入設

備 

2.數位訊號控制實

習平台 

透過課程訓練，使學生具

備產線物流規劃、PLC

順序控、產品檢測系統設

計、產線監控系統、控制

系統之機構設計、信號處

理、系統模型識別與控制

法則設計等自動化設計

所需之專業知識。學生畢

業後將可勝任自動化工

程師與製程工程師之職

務。 

二
、
圖
書
館 

圖
書
館 

1. 配合館藏政策，發展特

色館藏 

2. 提供全校師生充足專業

圖書與專業期刊 

1. 中文圖書 

2. 西文圖書 

3. 多媒體光碟 

1. 優化教學品質 

2. 厚植研究能量 

中長程

校務發

展目標

六：充

實軟硬

體設施

P3 

三
、
訓
輔 

課
指
組 

1. 為加強各社團辦公及活

動效能，添購所需之硬

體及週邊設備，增加活

動品質。 

2. 為加強社團專業技能，

增添晨曦社、熱門音樂

社、海洋燈光音響社、

藍天使救傷隊、籃球

社、生存遊戲社、畢聯

會，提高器材完整性。 

1. SIRIUS聲光腦波機 

2. emWave HRV心率儀 

3. GSR膚電生理回饋儀 

4. DVD放鬆音響組合 

5. 抒壓椅 

6. Keyboard自動伴奏鍵

盤 

7. 可攜式混音播放系統 

8. 專業舞台燈光組 

9. 輪椅 

10. 多功能計時計分板 

11. 單人射擊防護及電子

裝備 

12. 電腦 

1. 活動器材完整、可提升

活動品質、提高學生參

加意願。 

2. 社團在表演或比賽時能

有較好的表現成績。 

中長程

校務發

展目標

七：創

新麒麟

學堂思

惟，落

實全人

教育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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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系
所
處
室 

重點發展特色 計畫添購之項目 預期成效 關聯性

四
、
其
他 

環
安
組 

營繕及環境安全安組 毒性化學物質實驗

室管理系統 

提升實驗室毒性化學物

質管理，簡化稽核流程已

提高管理成效。配合教育

部 100 年度進行毒性化

學物質申報系統。 

中長程

校務發

展目標

四： 強

化綠色

校園生

活機能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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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支用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1.經常門重點支用項目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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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常門規劃項目與學校整體發展規劃關聯性 

項目 重點發展特色 關聯性 

一、獎助教師研究 

研訂激勵措施，激發本校教師研究

能量與質量，增進產學研究、專題

研究、國科會、教育部、農委會、

經濟部等公部門計畫之研究，同時

鼓勵教師於 SCI、AHCI、SSCI、
EI、THCI 等專業期刊發表論文，

以及參加國內、外研討會，發揮本

校作為區域研究學校與培育工

程、設計、管理、生技保健等基礎

人才之社會功能，進而提升本土相

關產業人才之競爭力。 

中長程校務發展目標一：積極

提升師資素質 
P1 

二、行政人員相關業

務研習及進修 

配合本校中長程計畫，加強訓練職

員之專業智能及素養，特別鼓勵職

員在職進修及參加校外行政研

習，以提高個人競爭力以及學校之

行政效率。 

中長程校務發展目標八：提高

行政效率 
P3 

三、學生事務與輔導

相關經費 

補助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並辦理社

團幹部訓練，以鼓勵同學積極參與

社團活動及志工服務工作，並強化

社團功能。 

中長程校務發展目標七：落實

全人教育 
P2-3 

四、新聘教師薪資 

五、現在教師薪資 

1.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以及

國家產業競爭力提升計畫，延聘

尖端科技人才加入師資陣容，本

年度主要以未來即將成立之「運

動與健康促進系」、「餐飲廚藝

系」與「時尚創意設計與管理系」

等三學系之增聘師資為主。 
2.鼓勵現有師資進行整合性、跨校

性、跨領域性之大型研究計畫，

以配合本校及國家發展需要。 

中長程校務發展目標一：積極

提升師資素質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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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經費支用原則 
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共分為資本門與經常門兩大項目，其分配比例各佔 70％：30％。本校經費分配係由研發處、

學術單位、學務處分層規劃再由專責小組討論決議與修訂預算分配比例決定各項金額後，

納入支用計畫書中，相關單位依教育部獎補助支用辦法執行(架構如下頁圖所示)。 

（一）資本門之編列係根據「中州技術學院學術單位績效產出與年度預算編列原則」，各系

所依照學生數、師資等比例，配合其所申請之硬體設施及前年執行成效等，統計成

「各系所經費分配執行比例表」，提出由專責小組討論議定細項之分配比例。 

（二）經常門由研發處與學務處負責規劃，議定各細項之分配比例後提交專責小組決議與

核定。本校獎補助經費規畫運用與分配作業管控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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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技術學院「教育部補助經費規劃運用與分配作業」管控圖 

教育部核定之
獎補助款金額 X

研發處校發組
X*0.3=Y

學群(行政)單位
X*0.7=Z

Y*0.72=C

為教師
研究、
研習、
進修、
著作、
升等送
審及改
進教學
獎勵與
補助經
費

Y*0.03= D

行政人
員業務
研習與
進修活
動補助

Y*0.22=F

新聘教
師薪資

圖
書
期
刊
及
圖
書
館
自
動
化

A1

中州技術學院
學術單位績效
產出與年度預
算編列原則

各系所

教學研究設備
經費 -B-

重
大
修
繕
工
程

A4

教
學
媒
體
及
訓
輔
相
關
設
備

A2

校
園
安
全
、
環
保
、
省
水
設
備

A3

Y*0.03=E

學生事
務與輔
相關經
費

獎補助款
專責小組會議

學務處

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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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效 

一、本年度規劃具體措施（如附表一至十） 
二、預期實施成效資本門 

(一) 資本門 

項目 預期效果 

1. 教學儀器設備(包括

各系所中心教學研

究設備等) 

1. 購增教學、研究設備，提昇教學品質及研究能量。 
2. 整合學群專業設備，達到資源的共享，提昇設備的使用效益。 
3. 提昇專業證照的持有率，提昇就業市場競爭力。 
4. 建置優質校園數位學習環境。 
5. 建立特色實驗室，增進產學合作專題研究及技術服務能量。 

2. 圖書自動化及圖書

期刊、教學媒體 
1. 提昇圖書館服務功能及豐富館藏。 
2. 增購電子期列與資料庫，滿足師生教學、研究需求。 

3. 訓輔相關設備 
1. 強化學生社團活動及學生組織。 
2. 拓展優質校園生活機能及活絡學生課外活動。 
3. 加強人文素養，健全社團活動。 

4. 其他 建立永續校園、提高本校環保節能意識。 

(二) 經常門 

項目 預期效果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

構 

1. 教師專業技能及教學品質的提昇。 
2. 提昇教師專業能力，熟悉產業的發展重點，協助學生學習。 
3. 改善師資結構及師資素質，提昇學術地位。 
4. 教材生動內容充實提昇學習成效。 
5. 100 年度預定研究為 90 人次、研習人數為 80 人次、教師進修人

數為 7 人、著作約為 80 件、改進教學約為 50 件。 
2.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修 
1. 強化本職學能，提昇行政效率及服務品質。 
2. 優質化服務品質、增強專業知能。 

3. 學生事務與輔導 
1. 強化本職學能，提昇行政效率及服務品質。 
2. 提昇學生社團幹部服務知能。 
3. 改善學生事務相關設施功能，提昇服務效能。 

4. 新聘教師薪資 

5. 現有教師薪資 

1. 逐年提昇師生比。 
2. 逐年改善助理教授師資結構即核心專業專長師資。 
3. 提昇產學合作及技術服務能量。 
4. 提昇教師教學、服務與研究之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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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經費支用內容（＊填表數字以整數為準，小數點不予計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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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勵補助款 10﹪以上） 
總經費

(5)=(3)+(4) 

＄17,500,000 ＄17,500,000 ＄35,000,000 ＄4,000,000 ＄39,000,000

 
資本門 經常門 

 
補助款 70﹪ 獎勵款 70﹪

自籌款 
（11.84 ﹪）

補助款 30﹪ 獎勵款 30﹪ 
自籌款 

（10.48 ﹪）

金額 $12,250,000 $12,250,000 2,900,000 $5,250,000 $5,250,000 1,100,000
合計 27,400,000 11,600,000 

占總經費

比例 70% 30% 

註一：資本門及經常門，各佔獎勵補助款總預算 70﹪及 30﹪。前段經常門預算得流用 5%
至資本門，流用後資本門不得高於 75%，經常門不得低於 25%。經資門之劃分應依

「財物標準分類」規定辦理。 

註二：10﹪以上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及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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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資本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 是否支用重大修繕維護工程或游泳池修繕 

□是，＄                ，占資本門                ﹪（註一） 
■否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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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0,000 85.31﹪＄2,900,000 100﹪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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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 11.02﹪＄0 0﹪ 註三

三、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相關設備（應

達資本門經費 2﹪【不含

自籌款金額】） 

＄540,000 2.20﹪＄0 0﹪ 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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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0 1.47﹪＄0 0﹪ 註五

合計 ＄24,500,000 100﹪ ＄2,900,000 100﹪  
註一：請於計畫書中詳細敘明理由，並填列於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

八）。本項獎勵補助經費，不得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亦不得支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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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支用計畫中敘明理由並報部核准後，

得於資本門經費百分之五十內勻支，未經報核不得支用；其因重大天然災害所需修繕之校舍工程得

優先支用本項獎勵補助經費。 
註二：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四） 
註三：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軟體

教學資源規格說明書（附表六） 
註四：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附表七） 
註五：請另填資本門經費需求其他項目規格說明書（附表八） 
註六：自籌款（不限定資本門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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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經常門經費支用項目、金額與比例表 

獎勵補助款 自籌款 
項   目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內容說明（分配原則、

審查機制說明） 

研究＄3,000,000 28.57﹪ 研究＄200,000 18.18﹪ 

研習＄420,000 4.00﹪ 研習＄400,000 36.36﹪ 

進修＄360,000 3.43﹪ 進修＄0 0.00﹪ 

著作＄2,500,000 23.81﹪ 著作＄200,000 18.18﹪ 

升等送審＄240,000 2.29﹪ 升等送審＄0 0.00﹪ 

改進教學＄600,000 5.71﹪ 改進教學＄0 0.00﹪ 

編纂教材＄320,000 3.05﹪ 編纂教材＄0 0.00﹪ 

製作教具＄160,000 1.52﹪ 製作教具＄0 0.00﹪ 

一、改善教學與
師 資 結 構
（ 占 經 常
門經費 30
﹪以上【不

含自籌款金

額】） 

小計＄7,600,000 72.38﹪ 小計＄800,000 72.73﹪ 

1.分配原則：各項經費分

配參酌本校前一年度使

用情形及預估本年度規

劃執行。本項經費以公

平、公開、公正為原則，

明訂相關獎助辦法(請參

見 P38)，以 mail 告知申

請教師審議結果，並公告

於本校網頁。 
2.審查機制：由各系院初

審後送學術研究審查委

員會議審議再送校教評

會複審後，按各獎補助案

件依據獎助辦法進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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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0 0.00﹪ 

1.分配原則：本項經費之
使用辦法經學校行政會
議審核通過並公告周
知，適用學校全體專任職
員，本公平、公開、公正
之原則運用之。 
2.審查機制：各項獎補助
案件依據事實建立審核
機制，並有具體成果留校
備供查考。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75,000 
0.72﹪

社團指導教師 

鐘點費 $0 
0.00%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225,000 
2.14﹪

其他學輔工作 

經費 $0 
0.00% 

三、學生事務與
輔 導 相 關
經費 (占經
常 門 經 費
2%以上【不

含自籌款金

額】 小計＄300,000 2.86﹪ 小計＄0 0.00﹪ 

依據教育部規定提撥 2
％以上支用。 

四、改善教學之
相 關 物 品
(單價一萬
元 以 下 之
非消耗品) 

＄0 0.00﹪ ＄0 0.00﹪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2,300,000 21.90﹪ 新聘教師薪資 

(2 年內)＄300,000 27.27﹪ 

1.分配原則：以增聘助理

教授級以上為優先。 
2.審查機制：教師敘薪皆

比照公立學校，依規定

年資提敘與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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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教師薪資＄0 0.00﹪ 現有教師薪資＄0 0.00﹪ 

1.分配原則：以助理教授

級以上為優先。 
2.審查機制：教師敘薪皆

比照公立學校，依規定

年資提敘與晉級。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0 0.00﹪ 資料庫訂閱費 

(1 年期)＄0 0.00﹪  

其他＄0 0.00﹪ 其他＄0 0.00﹪  

小計＄2,300,000 21.90﹪ 小計＄300,000 27.27﹪  

總計 ＄10,500,000 100﹪ ＄1,100,000 100﹪  

註七：『一年內到期之電子期刊資料庫訂閱費』不得由經常門『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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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補助，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數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立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

務，領有月退俸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註九：請另填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附表九）。 
註十：請另填經常門經費改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明細表（附表

十）。 
註十一：自籌款(不限定經常門比例)。 
註十二：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1.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常門經費用於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其中經常門至

多四分之一可用於部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僅獎勵補助款金額，不含

自籌款金額) 
2. 其餘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請參照教育部獎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理。 
3. 上開經費使用項目應由各校學務處統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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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四口西餐爐 

1.外型尺寸：890×900×850/1000mm (+5%)。 
2.燃燒器須具有安全點火設計，並採用兩段押扣

式安全點火開關。 
3.主爐(heav-duty)其發熱量必須在 35000BTU/HR
以上。 

5 台 85,000 425,000

2 明火烤爐 

1.外型尺寸:600*540*580mm (+5%) 。 
2.整體使用 sus 304# 1.0mm 不銹鋼板製造 。 
3.裝置加熱功率切換開關兩只。 
4.上座採滑動式設計,可依需求調整高度。 

2 台 40,000 80,000

3 
桌 上 型 油 炸

機 

桌上型油炸機： 
1.油量:5 公升 。 
2.電壓:220V-1ψ-2.5kw 。 
配件:熟食工作台。 
1.外型尺寸:1800*800*850mm (+5%) 
2.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 底 板 使 用 sus 304# 1.2mm 不 銹 鋼 板 沖 孔

5*30mm 橢圓孔製造。 

6 組 74,000 444,000

4 
瓦斯警報器 /
瓦斯遮斷閥 

瓦斯警報器: 
1.警報點:符合 UL1484 標準。 
瓦斯遮斷閥: 
1.作動方式：常開型/手動復歸。 

14 組 20,000 280,000

5 
調 理 工 作 台

含單水槽 

調理工作台: 
1.外型尺寸:1800*900*850/1000mm (+5%) 。 
2.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層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4. 底 板 使 用 sus 304# 1.2mm 不 銹 鋼 板 沖 孔

5*30mm 橢圓孔製造。 
單水槽: 
1.外型尺寸:1200*900*850/1000mm (+5%) 。 
2.面板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圍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4.手工水槽尺寸:780*650*300mm 。 

1 組 39,000 39,000

增置西餐專業教室設備 餐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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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5.台面崁入不銹鋼盒:尺寸:176*106*100mm。 
6.台面裝置清潔劑壓頭。 
7.活動底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沖孔

5*30mm 橢圓孔製造及防物品掉落裝置。 

6 
示範組 -濾網

式油煙罩組 

1.外型尺寸:1300*1000*450/300mm (+5%) 。 
2.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3.內斜板使用 SUS 304# 1.0mm 不銹鋼板製造。 

1 台 66,000 66,000 自籌款 

7 
示範組 -熟食

工作台 

1.外型尺寸:800*900*850mm (+5%) 。 
2.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 底 板 使 用 sus 304# 1.2mm 不 銹 鋼 板 沖 孔

5*30mm 橢圓孔製造。 

1 台 22,000 22,000

8 
示範組 -立面

台 

1.外型尺寸:5700*120*900mm (+5%) 。 
2.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4.正面採立體壓痕施工. 

1 台 60,000 60,000

9 
示範組 -教學

鏡 
1.外型尺寸:1700mm*500mm*1200mm (+5%) 。

2.整體不銹鋼板製造,可調整角度。 1 座 70,000 70,000

10 
六 門 冷 藏 冰

箱 

1.外型尺寸: 1800*800*2030mm (+5%) 。 
2.面板為觸控式面板。 
3.溫度顯示為液晶方式顯示。 
4.六門型式，冷藏溫度 3~8℃。 

1 座 78,000 78,000

11 洗手槽組 
1.外型尺寸:350*450*300mm (+5%) 。 
2.整組包含洗手槽/給皂器/紙巾盒 2 座 20,000 40,000

12 
清 潔 用 具 置

放櫃 

1.外型尺寸:1000*510*1800mm (+5%) 。 
2.櫃體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3.立面隔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4.右側裝置吊桿及 S 勾可吊掛掃把、拖把及水管。

5.左側裝置三層可調式層板，供放置小型物件 

1 台 50,000 50,000

13 拖把槽 

1.外型尺寸:650*650*600/750mm (+5%) 。 
2.面板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水槽尺寸 540*480*300mm 附提籠式落水頭及溢

水口。 

1 台 25,000 25,000

餐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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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4 調酒作業台 

1.外型尺寸:1500*750*850/1000mm (+5%) 。 
2.面板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圍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4.活動底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沖

孔。 

6 座 45,000 270,000

15 
工 作 台 冷 藏

冰箱 

1.外型尺寸: 1200*750*800mm (+5%) 。 
2.面板為觸控式面板。 
3.溫度顯示為液晶方式顯示。 
4.門板採透明玻璃製造可清楚看見內容物。 

2 台 40,000 80,000

16 儲酒櫃 1..儲酒櫃須可存放 60 瓶以上 
2.溫度: 12℃~15℃ 1 台 75,000 75,000

17 置酒櫃 
1.外型尺寸：700*750*850mm (+5%) 。 
2.木工訂製,表層貼防火板 (實際尺寸配合現場) 
 

1 組 200,000 200,000

18 
咖 啡 機 作 業

台 
1.外型尺寸:7000*750*850mm (+5%) 。 
2.台面使用大理石製造 1 台 170,000 170,000

19 造型吧台組 
1.外型尺寸:90 *50*210mm (+5%) 。 
2.配合現場木工訂製。 
3.配件: 吊杯架、吧台椅。 

1 組 320,000 320,000

20 鬆餅機 

1.外觀尺寸：25.5×37cm(含以上)。 
2.煎盤直徑：18cm(含以上)。 
3.電壓：110V。  
4.電力：1100W(含以上)。 

1 台 35,000 35,000

21 冰沙機 
1.總馬力：3HP。 
2.vita-mix 調速型冰沙機。 1 台 35,000 35,000

增置飲料調製專業教室設備 

餐廚系 

 

22 
多 軸 精 密 加

工 機 ( 含 控

制 器 ) 

1.固定工作台：工作台尺寸 ψ350 mm 含以上，平

均最大荷重 250 kg 含以上 
2.主軸系統：主軸最高轉速 12000 rpm 含以上，主

軸最大功率 22 kW 含以上 
3.進給速度：X/Y/Z 最高進給速度 30/30/30 m/min
含以上 
4.行程：X600/Y500/Z450mm 含以上 

1 組 3,050,000 3,050,000

(1) 以「電腦輔助應用」為技術核

心，規劃「創意設計」與「精密

製造」兩大發展特色，培養學生

製品設計開發、模具製程技術、

成型生產技術三種能力，以培育

注重實務，符合產業需求的電腦

輔助專業技能的機械科技人才

機 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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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5.刀庫系統及換刀系統： 
 刀具數 24 含以上 
 最大刀長 250 mm 含以上 
 最大刀徑 75/130 mm 含以上 
 最大刀重 7 kg 含以上 
6.旋轉軸（A/C 軸）：150°／360°含以上 
 迴轉速度 30rev/min. 含以上 
 迴轉分割精 20/50 sec. 
7.CNC 控制單元： 

CNC 控制器 
HEIDENHAIN iTNC530 或 FANUC
同等級含以上 

8.教育訓練：40 小時含以上 
9.含安裝、配電設定附件試機、教育訓練完成 

為教育目標。。 
(2) 輔導各項精密機械加工之技能檢

定。 
(3) 在相關課程方面，藉由加工能力

提昇培訓技能檢定相關練習；配

合基礎實習等。 
(4) 在業界實務模具開發應用、機械

產學合作及各項人才培育等教

育訓練皆可利用。 

23 多媒體電腦 

(1)CPU：Intel 四核心(含)以上 
(2)晶片組：Intel G41(含)以上 
(3)RAM：2G(含)以上 
(4)硬碟：500G(含)以上 
(5)光碟機：DVD 燒錄機 
(6)軟碟機：晶片讀卡機 
(7)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 
(8)獨立顯示卡 
(9)顯示器：19 吋寬螢幕 
(10)還原卡：For Win7 還原卡 

8 組 30,000 240,000

24 筆記型電腦 

(1)CPU：Intel CPU (含)以上 
(2)RAM：1G (含)以上 
(3)硬碟：160g(含)以上 
(4)顯示器:14吋 
(5)光碟機：DVD燒錄機 
(6)具無線上網功能 

2 台 37,000 74,000

(1)配合學群之服務創新目標，本系

以文化創意為發展主軸，積極培育

相關產業人才，本系以品位、創

意、個性化之發展特色，以強化整

體設計及管理應用，購置相關設

備。 
(2)配合課程：多媒體設計、網站規

劃與設計、傳媒編輯、電子商務、

整合行銷、時尚產業分析、經營管

理、文化研究、整合行銷傳播、電

腦輔助繪圖、專題企劃、商品開發

與企劃、新媒體行銷、電視購物市

場分析與趨勢。 

時尚系  

25 繪圖電腦 
1.CPU:Intel Corei7 含以上同級 
2.晶片:Intel G41 含以上 
3.RAM: 2G 含以上同級 

41組 35,000 1,435,000
1.以影視文化創意結合學群之服務

創新為主軸，發揮文化創意特色與

人文關懷服務社會與人群。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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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HD:500G 含以上同級 
5.光碟機:DVD 燒錄機 
6.還原系統 
7.顯示器:22吋螢幕。需防刮。 

2.配合經濟部「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

動方案」十二大項培育創新專業人

才與六大新興產業政策，發展以影

視為主之文化創意產業。 
3.規劃影視與動畫製作等課程，加強

影視製作之數位製作能力，支援影

視製作模組、動畫製作模組、視訊

後製模組等課程使用。  
4.全面推動實習制度，輔導學生畢業

即就業。 

26 投影機 

1. 解析度 XGA 
2. 亮度 4000ANSI; 
3. 含吊架施工安裝 
4. vga 訊號線 15m 以上施工安裝 

3 台 75,000 225,000

(1) 配合本系已購置之企業資源規

劃、企業經營模擬、SPSS 統計、

休旅模考系統等應用軟體，授課

之需要。 
(2) 分兩年汰換經營模擬專業教室電

腦設備；99 年已編列汰換 20 部

電腦，100 年編列 30 部電腦汰換。

(3) 配合課程：商業套裝軟體、應用

商業套裝軟體、進階商業套裝軟

體、管理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

劃導論、電子商務、中小企業診

斷、經營個案研討、生產與作業

管理、財務管理、企業研究方法。

(4) 配合中小企業診斷與行銷中心。

 
 
 
 
 
 
 

企 管系

 

27 
Flash 動畫軟

體 

1. Flash Pro CS5 中文教育授權版_23 人授權

(含)以上 
2. 功能包含：文字引擎、Action Script 編輯、

程式碼片段面板、物件架構的動畫模型、進

階的原生繪圖工具、支援大量的裝置執行階

段、多平台發佈內容機制、裝飾繪圖工具。

3. 含安裝光碟乙份 
4. 含 CrazyTalk 6 教育超值包 
5. 含 3 小時教育訓練 

1 套 185,000 185,000

(1) 配合本系因應重點發展特色增

設「觀光休閒管理學程」之導

遊與領隊相關課程之教學與實

習需要。 
(2) 配合本系擬成立「服務創新暨

會展產業服務中心」，對多媒體

數位教學設備之需求。 
(3) 配合課程：電子商務、導遊實

務、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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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隊實務、觀光休閒事業經營管

理、休閒事業策略管理、中小

企業診斷、時尚個人行銷。 

 
企 管系

28 

We100 空 海

運 文 件 報 關

EDI 系 統

(Web 版 含

60User) 

1. We100 海空運進出口文件系統 
 INV.PKG 文件製作 
 各種簽證/押匯/文件製作 
 表格格式自由定義 
 表頭本身資料一次輸入與自動計算/自動排版 
 文件轉入空、海運報單系統 
 文件轉入簽審申辦即用系統 

2. We100 海空運進出口報單系統 
 進出口各類報單輸入與列印 
 客戶常用料號與稅則/貨物稅之建檔 
 報單查詢-依客戶，OP 人員，日期，報單號碼/

類別等 
 報單控制表(登計簿)貨價申報書列印功能 
 各類統計報表列印 
 國貿局廠商資料匯入 

3.EDI Turnkey System 通關自動化系統(含模擬測

試環境) 
 EDI 聯合國標準碼(UN/EDIFACT)轉換器 
 Translator - 為 IPACS Singapore 所發展 
 貨物稅單扣繳作業 
 錯單/放行/稅費繳納證..等七項表格列印 
 EDI 傳送與接收海關模擬功能 
 貨物進倉補件作業模擬功能 

1 套 300,000 300,000

模擬業界全球運籌作業流程實務運

作，配合技能檢定與證照考試並以

貼近情境實務的整合學習系統，提

供學生實習運用，實務操作，強化

就業職能，落實教育部 e 化創意教

學。 

行管系  

29 
沉 水 式 洗 杯

機 
1.外型尺寸:290*210*300mm 
2.1/3hp  

2 台 40,000 80,000

30 美式咖啡機 220v-1ψ-2kw  1 台 45,000 45,000

31 
移 動 式 倉 儲

架組 
a.四層鍍鋅粉體存放架*6 台 
1.外型尺寸:1220*610*1900mm±5％。 1 座 180,000 180,000

增置飲料調製專業教室設備 餐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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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網架使用 6.3/4.8/3.7mm 中碳鋼丸條製造。 
3.腳管使用 ψ1〞圓管製造。 
4.腳管每隔 1〞有一道溝槽,使調整範圍加大。 
5.網架利 TAB 塑膠片固定於腳管。 
6.裝置平衡活動調整腳。 
7.柱上須有數字標示刻度,以利調整高度。 
8.每層載重 551.16lbs 以上。 
9.網架外表鍍鋅粉體塗裝。 
10.符合 N.S.F 衛生標準國際認證。 
b.存放架活動滑軌組*1 組 
1.滑軌使用 3.5mm 鋁合金ㄧ體成型鑄造,特殊軌道

設計, 
滑輪永不磨損,兩側裝置防掉落裝置。 

2.滑軌長度 480cm*2 組。 
3.滑槽使用 2.5mm 鋼板製造,雙邊裝置防撞墊。 
4.滑槽裝置存放架防脫落插銷組。 
5.每支滑槽裝置兩組金屬滾輪。 
4.滑槽長度 630mm*5 組。 
5.產品須通過 N.S.F.衛生標準國際認證。 

32 圓面餐桌 1.外型尺寸:直徑 150cm 
2.配件:布巾器具組 6 套 30,000 180,000

33 方型餐桌 1 外型尺寸:90cmx90cmx75cm 含摺疊式桌腳 
2.配件:布巾器具組 6 套 30,000 180,000 餐廚系 

34 
工 作 台 冷 藏

冰箱 

1.外型尺寸: 1500*750*800mm (+5%) 。 
2.面板為觸控式面板。 
3.溫度顯示為液晶方式顯示。 
4.門板採透明玻璃製造可清楚看見內容物。 

1 台 40,000 40,000  

35 
示 範 組 立 面

台 

1.外型尺寸:5700*120*900mm (+5%) 。 
2.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4.正面採立體壓痕施工。 

1 台 60,000 60,000

增置飲料調製專業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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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6 
銀 髮 族 體 適

能軟體 

1.本系統以 VBasic 程式語言開發。 
2.由分析系統自動進行分析，將檢測結果與常模

比 
對並顯示評比。 
3.檢測數據可以 MS-SQL 
4.報表具有三項示意圖. 
a.綜合評估表 
b.平衡評估表 
5.列印報表 
6.需使用 Windows XP 或 2000 以上系統 
7.具有計分析功能 
 (1)可依性別分析 
 (2)可依地區分析 
 (3)可依年齡分析比較 

1 套 40,000 40,000 體適能課程針對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37 
30 秒坐站測

定器 

器材配備：控制台×1、感應墊×1。 
測定範圍：1~90 次(含)以上。 
測定時間：30 秒，可自行設定測定時間。 

1 台 36,000 36,000 體適能課程針對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38 
開 眼 單 足 測

定器 

器材配備：控制台×1、感應墊×1。 
測定範圍：0.1~80.0 秒(含)以上，可自行設定測定

時間。 
最小單位：0.1 秒 

1 台 36,000 36,000 體適能課程針對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39 
坐 椅 體 前 彎

站測定器 

測定範圍：-20.0~36.0cm(含)以上 
最小單位：0.1cm 
測驗二次，取二次中較佳成績；記錄單位為公分

1 台 25,000 25,000 體適能課程針對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運促系 

40 

二 分 鐘 抬 腿

測定器 
器材配備：控制台×1、感應墊×2。 
測定範圍：1~900 次(含)以上。 
測定時間：2 分鐘，可自行設定測定時間。 
在 2 分鐘內計算完成動作之次數。 

1 台 39,000 39,000 體適能課程針對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41 
坐 起 繞 物 測

定器 

器材配備：控制台×1、感應墊×1。 
測定範圍：0.01~30.00 秒(含)以上，可自行設定測

定時間。 
最小單位：0.01 秒。 
附屬品：標示竿 

1 台 35,000 35,000 體適能課程針對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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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2 
電 子 血 壓 計

體 脂 肪 體 重

計 

電子血壓計功能 
1.顯示器： 7 段 LED 數字顯示收縮壓,舒張壓和

脈搏數值。 
2.電源：AC100-240V。 
3.外型尺寸：566mm (長) X 333mm(寬) X 340m 
(高) ±5% 
4.聲音功能：採用 ADPCM 聲音合成方式，中文

發音 
5.計數器：計算測量次數。 
6.三組隱藏式高感度麥克風且無緊迫感之加壓設

計 
體脂肪體重計功能 
1.最大秤重 150 公斤，最小秤量 100 公克或更大

範圍。 
2.體脂肪率最小感度 0.1%  (5.0%~75.0%)或更大

3.自動關機省電功能。 
4.具行政院衛生署有效期限內醫療器材許可證 

1 組 93,600 93,600 體適能課程針對銀髮族體適能檢測 自籌款 

43 
模 擬 高 齡 者

體驗裝置 

1.每組規格： 
 (1)腳部固定物一組，含： 

a.鞋型支撐物一件 b.腳踝固定板 
 (2)腳部四格式加重物一個 
 (3)膝蓋支撐物一件 
 (4)拐杖一支 
  (5)手腕三格式加重物一個 
  (6)肘部支撐物一件 
 (7)背心一件 
  (8)身體加重物四個 
 (9)模擬老化眼鏡一付 
 (10)棉製白布手套一雙 
 (11)半截式彈性手套 
 (12)補強用魔術貼布一條 
 (13)小錢包一個 
  (14)手提箱一個 

10 組 69,000 690,000 藉由本套設施，讓學生親自體驗高齡

者及身障者之需求及感覺，以利職場

及生活發揮同理心。 
透過課程，瞭解高齡者或身障者之需

求，深入瞭解長輩內心，創造出適合

高齡者及身障者之企劃，確實地因應

高齡者、身障者等族群之多樣化需

求。 

運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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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5)中文穿戴示範體驗教學光碟。 
2.尺寸公差：±5% 

44 
健康環(5 入/
組) 

每組規格包含: 
(1)材質:本體硬質塑膠，主軸內附鐵心(2×5cm 鐵

心，重 150g) 
(2)圓環 
(3)操作橫桿 
(4)滑車 
(5)特製袋 
(6)尺寸公差：±5% 

10 組 17,500 175,000
抗老化運動指導課程協助銀髮族提

升體適能。 

運促系 

45 

一、檢定設備 
1.電源供應器:1.0~30V，3A 
2.數位式三用表:3 1/2 位數以上 
3.數位合成函數波產生器:頻寬 3MHz 
4.指針式三用電表:可測交直流電壓,直流電流,電

阻×1Ω~10KΩ 
5.烙鐵架及海棉:直立式 
6.邏輯測試棒:TTL/CMOS LO, HIGH, 

PULSE,15MHz 以上 
7.檢定桌:桌面 120*60cm 含以上，110/220V 3ψ4W 

配線 
8.資料手冊: (TTL/CMOS) 
9.含安裝、配電測試完成 

22 套 39,000 858,000
 
 

電機系 
 

46 

電 力 電 子 乙

級 檢 定 教 學

設 備  

二、檢定儀器 
1.數位 IC 測試器:數位式,TTL 及 CMOS 系列 
2.線性 IC 測試器:線性式 LCD 顯示幕，測試

座:24pin IC socket 1 個 
3.特性曲線掃瞄器:掃瞄電壓 160V 以上 
4.轉速計:最高測量轉速:0-10,000 RPM 接觸與非

接觸量測共存，LCD 顯示 
5.自耦變壓器:輸出電壓 0~140V，輸出電流 5A 

2 套 80,800 161,600

1.乙級電力電子檢定場地。 
2.實驗室：電力電子實驗室與驅動器

實驗室 
3.使用課程：電力電子實習。 
4.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2 班，約

9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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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7 

三、檢定測試機具  含 
1.數位示波器(5 部)：Two channel，含隔離探棒 
2.數位儲存式示波器(4 部)：Two channel，

60MHz,500MS/s 以上，含隔離探棒 
3.小鑽床(5 部)：VAC 110V 
4.可變電阻器(6 部)：阻值：0-20Ω，功率:200W
5.銼刀、套筒起子組(10 組)：含 3 ㎜可鎖機電元件

6.熱風槍(5 部)：450W，四種噴頭，功率：

AC110V/450W 
7.積體電路整腳器(5 部)：8~40P 適用 DIP 型 
8.直流電動機及發電機組(6 部)：輸出轉速：

3200RPM，功率容量：5A，24V，輸出 100W，

馬達型式：DC MOTOR 

1 套 474,400 474,400

48 

四、檢定用機台與展示版 
1.檢定用機台(3 組) 
2.檢定展示版(2 組) 
3.含安裝、配電測試完成術科試題功能： 

(1) 步進馬達控制器 
(2) 直流馬達控制器 
(3) 直流電動機單象限截波驅動器 
(4) 中功率低壓直流線性電源供給器 

1 套 206,000 206,000

電機系 

49 
1*1 拼接式電

視牆 

(1)顯示技術：LCD。 
(2)真實解析度：1366 x 768 (含)以上。 
(3)顯示尺寸：46 吋對角線(含)以上，顯示比例

16：9。 
(4)亮度：700 nits(cd/m²)(含)以上。 
(5)拼接後顯示畫面間隙為 7.3mm。 
(6)對比度：3000：1(含)以上。 
(7)背光板壽命 50,000 小時。 
(8)可視角度：水平及垂直皆可達 178 度。 
(9)色彩範圍：72% NTSC，94% EBU。 
(10)電源供應器需採用分離式機櫃模組 (11)提供

原廠外接式控制器 

1 組 960,000 960,000

支援資訊管理系相關課程，包含企業

資源規劃導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企業資源規劃與生產管理、企業資源

規劃與財務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運

籌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銷售配送、

企業資源規劃與系統分析設計、企業

資源規劃與流程管理等。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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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2)提供原廠專用壁掛架，總深度不得大於 12 公

分。 
(13) 須 符 合 EN60950 、 FCC Class  A 、

CISPR22/85、CE、EU RoHS 等國際安規認證及

檢驗標準。 

50 全黑洗頭床 

(1)洗頭床：陶磁盆 FRP 底座高 90*寬 65*長

(145-175)㎝，附伸縮沖洗龍頭含冷熱水系統、排

水、電力配置。 
(2)規格：含木製屏風 (W200 cm *H200cm)面貼美

耐板。 
(3)電熱爐 48 加侖，含冷熱水、排水，安裝配置。

2 台 77,500 155,000

51 
多 功 能 綜 合

美容儀器 

(1)46*43*160CM。 
(2)電壓：120V～230V、週波數：50／60HZ、 消

耗功率：800W。 
(3)功能：美膚機、高週波、洗面刷、超音波、冷

熱美容、掃斑美容、吸粉刺噴化妝水、營養導入

雜質導出、皮膚檢查燈冷光放大燈。 

2 台 73,300 146,600

52 殺菌保溫箱 
(1)45*34.5*34CM。 
(2)電壓：120V～230V、週波數：50／60HZ、消

耗功率：280W。 
3 台 12,000 36,000

53 髮質檢測儀 

(1)18*7*9CM。 
(2)皮膚髮質檢測儀、電壓 120V～230V、週波數：

50／60HZ。 
(3)功能：適用於電腦、附單倍、200 倍鏡頭。 

1 台 17,900 17,900

54 

立 式 大 帽 護

髮燙染護機 

每組含： 
(1)立式蒸氣護髮機(立式) 79*79*150CM。 
(2)蜂巢式微電腦護髮機(立式) 80*80*162CM。 
(3)電壓：120V～230、週波數：50／60HZ、消耗

功率：500W。 

3 組 21,500 64,500

時尚系 

55 

美 容 桌 、 鏡

組、工作椅 

每組含： 
(1)美容桌(約 W100cm*H160cm*D50cm)，下方為

一置物空格、5mm 明鏡(約 90cm*90cm)，以上為

木作訂製品,面貼美耐板顏色另選。 
25 組 41,080 1,027,000

(1)配合經濟部「服務業發展綱領及

行動方案」12 項之文化創意服務業

為本系發展目標，致力積極培育相關

產業人才，在美容美髮與創意設計

上，依學生來源與操作特性，配合本

系品位、創意、個性化之特色發展，

以強化美髮造型之應用、美髮整體之

設計、美容保養之技術並配合美容乙

級證照之取得，購置相關設備。 
(2)配合課程：護膚學、化妝品學、

芳療學、美甲設計、造型原理、整體

造型設計、時尚造型設計、造型設計

實習、髮型設計(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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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燈具：23W 崁燈 1 組含安裝佩電、及迴路開關、

插座。 
(3)美容椅：(約 W60cm*H90cm*D50cm)鋼製骨架。

(4)工作椅：五爪塑鋼腳架、黑色皮革包覆泡棉軟

墊可昇降。 

56 
網 路 攝 影 機

組 

(1)雙模紅外線 IR Cut 單向語音網路攝影機：1/3
吋 Super HAD CCD。  
(2)內建影像處理 DSP 晶片。  
(3)支援 MPEG-4/MJPEG 雙重壓縮。  
(4)支援 SD 記憶卡，可直接本機儲存。  
(5)高解析度可達 520 條電視掃描線(TV Lines) 。

(6)彩色模式下最低照度可低至 0.5 Lux。  
(7)內建機械式紅外線濾片(IR Cut)。  
(8)支援三種儲存選擇：SD 記憶卡、錄影軟體、IE
網頁錄影(MPEG-4)。  
(9)即時的遠端警報通報(Alarm)。  
(10)先進的多區域移動偵測(VMD)設定。  
(11)內建網頁伺服器與網路連結。 
(12)同時具有類比(BNC)與數位(RJ-45)影像輸出。

(13)內建麥克風，傳送影像可同時傳送現場聲音。

(14)支援標準 C/CS Mounts，可替換鏡頭。 
(15)具有 DDNS 支援動態與靜態 IP。 
(17)影音同步錄影系統軟體。 

1 組 17,300 17,300

 
 
 
 
 
 
 
 
 
 
 
 
 
 
 
 

時尚系 

 

57 布邊拷克機 

(1)車縫類型：2、3 或 4 條線拷克 
(2)車針：一般型(HAX1SP) 
(3)車縫長度：1~5mm 
(4)車縫寬度：3.3mm~7.5mm，捲縫 2.0mm 
(5)差動裝置：0.5~2.2 
(6)車針防設：前、後  
(7)可調式裁切寬度：3.1~5.1mm 
(8)上刀：可切換  
(9)張力調節器：數字顯示  
(10)穿線導引：彩色編碼穿線圖  

2 台 16,000 32,000

(1)配合經濟部「服務業發展綱領及

行動方案」12 項之文化創意服務業

為本系發展目標，致力積極培育相關

產業人才，在時尚設計領域中依學生

來源與操作特性，配合本系品位、創

意、個性化之特色發展，以強化服裝

造型之應用、強化服裝整體之設計、

配合美容乙級證照之取得，購置相關

設備。 
(2)配合課程：造型原理、整體造型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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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1)壓布腳：扣和式 
(12)車縫供能：4 條線平拷克、3 條線平拷克(窄)、
3 條線平拷克(寬)、捲邊縫、裝飾縫、狹小平拷克、

彩帶環布邊縫 

58 平車機 

規格：機本壓腳、布邊壓腳、沙丁壓腳、盲縫壓

腳、拉鍊壓腳、開釦眼壓腳、卷邊壓腳、梭子*5
個、檔線盤大,小、L 型測距桿、螺絲起子、刷子、

拆線刀、羊毛氈、立式置線軸、車針 14 號*盒。

2 台 19,000 38,000

59 
高 速 直 線 縫

紉機 

規格：一般至中厚料用、每分鐘 800 到 1600 轉、

速控鈕、記憶上下停針設定、車床無油孔設計、

雙重車縫照明光、獨立式捲底線。 
2 台 24,000 48,000

設計、時尚造型設計、織品設計、剪

裁設計、紋樣設計、服裝造型設計、

造型設計實習。 

60 
數 位 截 流

LCD 閃光燈

600W 

(1)LCD 顯示，1~100 調整、使用次數監控 
(2)全光回電 1.6sec (AC 110Volt) 
(3)不鏽鋼 one touch 快拆街頭 
(4)模擬燈泡 250w，可獨立控光 

3 盞 20,000 60,000

61 

閃 光 燈 燈 架

組 

(1)台製-耐荷重不鏽鋼大 K 架*1，本體不鏽鋼材

質製造，最高可達 228cm，最低可達 137cm，懸

臂式橫桿長 180cm，可左右伸縮，並可 360°旋

轉 ，不鏽鋼管、鋁合金轉盤、鑄鐵底座、阻尼式

避震、附擺錘、輪子、煞車。 
(2)台製-閃光燈鋁合金主燈架*2，本體不鏽鋼材質

製造，附避震，最高 240 公分，最低 100 公分。

1 組 14,000 14,000

62 
閃 光 燈 柔 光

配件組 

(1)台製-雙層式無影罩 150cm*75 cm*1 組，附鋁

製支架、固定盤。 
(2)台製-雙層式無影罩 80cm*80 cm*2 組，附鋁製

支架、固定盤。 
(3)台製-柔光白傘*2 組，外層黑色，φ90cm。 
(4)台製-透光白傘*1 組，φ90cm。 
  以上需相容不鏽鋼 one touch 快拆接頭，免用傘

架。 

1 組 12,200 12,200

 
 
 
 
 
 
 
 
 
 

時尚系 

63 
閃 光 燈 硬 質

光配件組 

(1)台製-折射式雷達罩 φ45cm*1 組，獨立彈簧，

內層表面霧化處理。 
(2)台製-厚片式蜂巢罩 30mm*1 組，內層表面霧化

1 組 13,500 13,500

(1)配合本校學群之服務創新目標，

本系以文化創意為發展主軸，積極培

育相關產業人才，本系以品位、創

意、個性化之發展特色，以強化整體

設計及管理應用，購置相關設備。

(2)配合課程：肢體開發、形象設計、

攝影、表演、展演公關與企劃實習、

美姿美儀實習、傳媒編輯、燈光技

巧、展演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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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處理，φ15.5cm。 
  以上需相容不鏽鋼 one touch 快拆接頭 
(3)3D 無線遙控器 25M*1 組，四通道高速傳輸

HS-SYNC，無死角。 

64 
活 動 背 景 組

合 

(1)台製-大型活動背景架*1，寬 308cm，深 60cm，

高 275cm，四方管結構含直立架 3 組，橫桿 3 組

構成；十勾型，可置放 10 組背景，模特兒走秀、

彩妝髮型均適用，附活動輪*6、煞車定位，附鋁

合金拉盤三組。 
(2) 台 製 - 手 工 素 色 背 景 布 *3 捲 ， 無 接 縫 ，

300cm*600cm，附大金屬橫桿，不反光塗層，噴

畫上色，非染印品。 

1 組 36,000 36,000

65 錄影機腳架 

(1)台製-本體不鏽鋼材質，鑄鐵底座，附活動輪、

煞車定位、耐荷重三向雲台(205PH)*1，雲台可左

右位移，固定槽型式。 
(2)昇降採皮帶型式，附三槽式置物盒，含 14 吋筆

記電腦托盤(或 LCD 螢幕托盤)。 
(3)高 209 ㎝、深 69 ㎝、寬 90 ㎝(不函雲台尺吋)。
(4)管徑 50.8 ㎜、重量 35 ㎏。 

1 組 35,000 35,000

66 
鏡 頭 及 相 機

包配件組 

(1)鏡頭本體：Canon EF35mm F1.4L USM *1顆，

焦距35mm，最大光圈F1.4，最小光圈F22，鏡片

構成9群11枚，含遮光罩EW-78C，以上需相容

canon 5d mark II使用。 
(2)保護鏡：HOYA 72mm 保護鏡*1組，HOYA 
77mm 保護鏡*2組，以上均為抗UV鏡片並提供8
層抗光反射鍍膜。 
(3) 相 機 包 ： lowpro nova4 aw*2 組 ， 內 尺

寸:29cm*15cm*19.5cm，表面材質： 防水600D 
TXP和600D TX防撕裂尼龍。 
(4)CF記憶卡：32GB*5組，400X，支援PIO mode 
6， UDMA mode 6 (555X/400X)。 
(5) 防潮箱：電子式，內容量75L。 

1 組 90,000 90,000

 
 
 
 
 
 
 
 
 
 
 
 
 
 

時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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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7 
3D 動態經營

互 動 遊 戲 式

決策軟體 

1.3D 公司營運互動遊戲教學軟體

VBM-Management 。 
2.3D 超商經營互動遊戲教學軟體

VBR-Retailing 。 
3.中文安裝與操作手冊一份(含 100 頁以上)。 
4.3D 動畫展示系統。 
5.25 人版(安裝及教育訓練四小時)。 

1 套 398,000 398,000

(1)配合本校學群之服務創新目標，

本系以文化創意為發展主軸，積極培

育相關產業人才，本系以品位、創

意、個性化之發展特色，以強化繪圖

技術之應用、配合 ACA 電腦繪圖證

照取得，購置軟體設備。 
(2)配合課程：網站規劃與設計、傳

媒編輯、電子商務、整合行銷、時尚

產業分析、經營管理、整合行銷傳

播、電腦輔助繪圖、專題企劃、商品

開發與企劃、新媒體行銷、電視購物

市場分析與趨勢。 

時尚系 自籌款 

68 
手指棒(5 入/
組) 

每組規格包含: 
1.材質:矽膠 
2.尺寸:本體全長 17.5cm，球 4.8×2.7cm 
3.重量:170g 
4.本體為六條柱狀矽膠，可供活動時手指套入使

用 
6.尺寸公差：±5% 

10 組 17,500 175,000
抗老化運動指導課程協助銀髮族提

升體適能。 

69 高爾槌球 

1.於地毯兩端設有起始線，並設計規則區與變型

區。 
2.規則區與變形區以藍、紅、黃為底色，白色框

線，內有標示得分數字。 
3.競賽墊 
4.高爾槌球桿 
5.高爾槌球用球：材質：合成樹脂製(六顆) 
6.高爾夫球桿：重量：0.4 ㎏；頭：木製，尺寸：

10.5×4cm；球桿本體為鋁合金製、可動式；軸部：

伸縮自在式 57-87cm 
7.高爾夫球：規格品(六顆) 
8.收納袋：尼龍製 
9.尺寸公差：±5% 

2 組 72,000 144,000
抗老化運動指導課程協助銀髮族提

升體適能。 

運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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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70 
高 爾 賓 果 投

擲 

1.木製方形得分區；材質：木製； 
尺寸：85cm×58.5cm  

2.支撐木棒：20cm 共 4 支、原木色 
3.得分木棒：15cm 共 13 支， 

藍色、綠色各 4 支，黃色 3 支，紅色 2 支 
4.圈環：11 個；材質：麻繩附木製得分標記 
5.尺寸公差：±5% 

2 組 36,000 72,000
抗老化運動指導課程協助銀髮族提

升體適能。 

71 
中 風 模 擬 之

半 身 麻 痺 體

驗裝置 

1.每組規格： 
(1)腳部模擬器一件 
(2)拐杖一支 
(3)腰部支撐帶 
(4)肘部支撐帶一件  
(5)背心一件 
(6)束縛手套一只 
(8)内附居家生活體驗教學光碟 1 片 
(9)攜帶箱一只 

2..尺寸公差：±5% 

7 組 50,000 350,000

1.參加人員於活動結束後，均能更

進一步了解半身麻痺或中風患者

之行動、觸覺、敏捷性、靈活度等。

2.再藉由情境上的引導及討論，能

凝 聚 出 需 要 對 中 風 患 者 更 有 耐

心、愛心、同理心之共識，且可再

更進一步了解中風患者在心理層

面的不安、憂慮、自我封閉、孤癖

等心理。 
3.經由對現有設施的使用，可更了

解中風患者在生活上的不便，也清

楚知道只要我們做些小修正，就可

以讓中風患者有方便又安全的生

活環境，更可以擁有尊嚴的生活。

4.所有參加人員都將了解在自己的

工作崗位上，該如何給予更適切的

協助及服務，並能與課本中所學的

各項現象結合，更清楚體會其所學

之基礎理論。 

72 
遠 紅 外 線 治

療儀 

1.寬譜遠紅外線治療儀 WS Far Infrared Therapy 
Unit (多功能型) 
2.寬譜遠紅外線治療儀 WS Far Infrared Therapy 
Unit (三用型) 

1 座 60,000 60,000

1.復健理療好幫手，迅速有效改善血

液循環，消除肌肉疲勞及僵硬，緩解

肌肉及神經痛。 
2.改善微循環，其效應可傳達至人體

深層組織。 

運促系  

73 
自動細胞計

數器

1. 細胞計數濃度範圍：5 x 104~ 1 x 107  

2. 細胞計數之細胞直徑範圍：6-50um。 1 座 221,500 221,500
用於保健食品開發之功能鑑定，可協

助保健食品開發中心之產學合作業 保營系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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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Automated 
cell counter) 

3. 單機具有 LCD 螢幕。 
4. 主機資料可儲存 100 組計數結果及 1 組細胞

影像圖像。 
5. 須具有 2 個 USB 孔，可用 USB 傳輸計數

結果及細胞圖像。 
6. 細胞計數時，不加 Trypan Blue， 即可計數

細胞總數。 
7. 細胞計數時，使用 Trypan Blue ，可計數細

胞存活數。 
8. 可輸入細胞稀釋倍數，並直接轉換細胞濃度。

9. 為自動對焦系統。 

務，在教學上可配合保營系之專題製

作、儀器分析，與保生所之保健食品

科學實驗法輿論文專題研究等課程

74 
超 高 速 冷 凍

離 心 機 ( 含

rotors) 

1. 落地形可隨意移動:440Wx490Dx850H。 
2. 最高轉速:120,000rpm 
3. 最大離心力:771,000xg 
4. 速度控制精度:±50 rpm (5,000 to max,speed) 
5. 最大容量:30mlX6 支。 
6. 溫度控制範圍:0 到 +40℃ (1℃ step),熱電式。

7. 真空到達壓力:1.3pa(1X10^-2Torr),內附迴轉式

馬達及擴散馬達。 
8. 螢幕顯示器:活動式LCD 液晶顯示幕,可摺疊

以保護螢幕。 
9. 轉盤安裝及拆卸法:直接放置軸心以上不須任

何工具，亦不須按任何卡楯。 
10. 迴轉雜音:46dB(離前端1m 處)。 
11. 不平衡偵測器:採最先進非接觸式偵測器。 
12. 機器設有多種安全偵測警示系統,如真空度轉

速…等等。 
13. 可執行Real-Time 控制(RTC)功能。 
14. 驅動馬達:保固5 年,採包覆式真空驅動馬達。

15. 允許對稱樣品5 ㎜以內的樣品高度誤差運

轉。 
16. 液晶顯示器可顯示所有轉盤資料查詢、Alarm 
顯示時如何排解內容、條件File 檔記憶、真空度、

1 座 1,333,300 1,333,300

用於血漿 LDL、蛋白質、核酸等成

分的分離，可協助保健食品開發中心

之產學合作業務，在教學上可配合保

營系之專題製作，與保生所之保健食

品科學實驗法輿論文專題研究等課

程。 

保生所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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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運轉Program Step顯示等。 
17. 加速/減速:10 種加速/10 種減速法選擇。 
18. 轉盤自動辨識功能。 

75 
可 程 式 控 制

器 與 周 邊 輸

出輸入設備 

PLC 圖控編輯器×1(每組含以下套件) 
1. 尺寸（英吋）：5.7”含以上。 
2. 解析度：320×240 以上。 
3. 控制元件：觸控螢幕和 6 個感觸按鍵 
4. PROFIBUS DP/MPI(RS485/422) 
5. I/O 訊號模組 (SM) 用以擴充控制器上的輸

入輸出點數：最多外掛 8 片模組 (目前最大

控制點數：284 點，將來還可擴充) 
6. I/O 訊 號 卡  (SB) 可 直 接 安 裝 在 控 制 器

(CPU) 本體上 
7. 通訊模組 (CM) 用以擴充控制器上的通訊

介面：最多外掛 3 片 
8. 量測值：128 筆(含)以上 
9. 製程畫面：50 筆(含)以上 
10. 警報：200 筆(含)以上 
11. 曲線：25 筆(含)以上 
12. 面板尺寸（寬×高）：214×158mm±10％ 
13. 中央處理器：Intel Atom D525(1.8GHz) / 

L2:256K (含)以上 
14. 記憶體： 2 GB.(含)以上 
15. 繪圖晶片：NVIDIA ION II™ 
16. 硬碟機：320GB SATA 
17. 光碟機：薄型吸入式燒錄機 
18. 擴充槽：1 x mini PCI-e x 
19. 電源供應器：65W Adapter 
20. I/O: 32 點(含)以上 
須含正版軟體作業系統含軟硬體功能測試正常，

方可驗收；教育訓練研習為 12 小時以上。 

12 組 35,000 420,000

1. 建構機電整合實驗室、製作編撰

教材 1 門。 
2. 預計開設課程 1 門、培訓學生 80

人*1 門共 80 人。 
3. 預計培訓全國技能競賽選手三

組。 

自控系  

76 
多 媒 體 動 畫

開發平台 
1. 光學動作擷取分析系統 
(1) Digital 數位式即時光學鏡頭攝影機*4 組 1套 1,100,000 1,100,000

(1)發展本系多媒體與遊戲設計模組

課程使用。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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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攝影機截取畫面速率 200Hz frame Rates(含)以
上 

 攝影機數位解析度可達 640x480(含)以上 
 攝影機有效截取畫素至少 30 萬 (含)以上 

(2) 電源與訊號供應器*1 組 
 內 建  8 Port 電 力 供 應 集 線 器 , 高 密 度 單 一

Ethernet cable 網路線傳送 
 標準 16 埠(含)以上 Ethernet Switch HUB 
 單一傳輸線提供 4 條(至少 30Feet 長度) 

(3) 空間校正系統 *1 組 
 校正系統含 500mm 精密座標校正儀一組 
 臉部擷取校正系統含 150mm 精密座標校正儀 

(4) 光學反光球組 *1 套 
 身軀用反光球*50 個(含)以上 
 臉部表情用之光學反光點*20 個(含)以上 
 截取用緊身衣組*1 件 

(5) 攝影機專用三腳架 *4 組 
 高密度合金三角架 
 攝影機雲台具備 XYZ 三軸向獨立鎖定與轉接座

機構 
 攝影機雲台具備水平儀 

(6) 系統軟體 Tracking and Analysis System *1
套 

 影像擷取傳回數位資料, 並作追蹤點連結, 轉

為運動關節格式 
 輸出.trc,trb,htr,Prj 資料格式供各種動畫系統讀

取 
 可利用串流技術即時將數位資料傳送至 3D 軟

體且具備即時追蹤與自動辨認追跡點之能

力 
 可將資料輸出至 MotionBuilder 並連動到 3D 動

作引擎 Unity Pro 
(7) Animation plug-ins 軟體*1 套 

(2)實驗室：數位遊戲實驗室及多媒

體與網路實驗室。 
(3)使用課程：動作捕捉及編輯科

技、遊戲雛型製作、電腦遊戲動畫等

課程使用。 
(4)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2 班，

約 100 人次。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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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將動作捕捉系统所捕捉、並即時處理之捕捉數

據 ， 傳 輸 到  Maya 或 3ds 
max,MotionBuilder 軟體中. 讓這些動畫製作

軟體能預覽、記錄並將角色與其他輸入設備

運行同步。 
 由動作捕捉系统收集的運動數據 , 為動畫製作

所建立的分等级骨骼系统 
 marker 的運動與骨骼系统建立連接，驅動骨骼

系统運動。 將骨骼和運動直接輸入 3D 軟體

(不透過 Motionbuilder) 
(8) 3D 角色生成軟體(MotionBuilder)*1 套 

 具備生產力為導向的動畫工作流程,多執行緒與

最佳化 
 具備剛體動態模擬 , 對於動畫角色、物件及其

他舞台元素支援即時碰撞反應，防止穿透及

滲透. 
 可於匯入、合併及開啟場景時，支援篩選光學

和骨架元素 
 使用者能夠利用 Python 編寫演員設置程序 

可讀入 Maya , 3D max 等 3D 軟體產生之角色模

型檔可讀入動作補捉之 FBX 數據檔 
(9) 系統主機*1 台  

 4 核心 CPU (含)以上 
 Mainboard (Ethernet Port 10/100/1000MB)
 4GB RAM (含)以上 
 320GB HDD (含)以上 
 DVD-RW (含)以上 
 獨立顯示卡 
 24”LCD Monitor (含)以上 *2 
 1KV(含)以上 On-Line UPS 
 需提供繁體中文與英文使用手冊電子檔 
 需提供系統安裝及 18 小時(含)以上教育訓

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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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77 

2.新媒體展示平台 
(1) Novint Falcon 力回饋互動裝置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Novint Falcon 
(2) Novint Falcon for Virtools BB 力回饋開發模

組  
(3) Novint Falcon 開發機 
(4) 主機 
4.1 CPU：Intel Core i3 (含)以上 
4.2.RAM：4G(含)以上 
4.3硬碟：640G(含)以上 
4.4光碟機：DVD 燒錄機 
4.5顯示卡 : GeFore GT250(含)以上 
4.6 作業系統：Windows 7 premium 
4.7.顯示器：42" Full HD 液晶電視 

1套 200,000 200,000

78 

3.Design Premium CS5中文教育授權含原廠光碟1
套（授權10人版） 

(1) Photoshop  Extended+ 
Illustrator+InDesign+Flash  
Professional+Dreamweaver +Acrobat 
Professional+Fireworks+ Flash Catalyst+原廠

安裝光碟乙份 
(2) 教育訓練 3 小時 

1套 150,000 150,000

資工系 

79 
雙 核 心 電 腦

主機含螢幕 

1.CPU：Intel 雙核心(含)以上 
2.晶片組：Intel G31(含)以上 
3.RAM：2G(含)以上 
4.硬碟：500G(含)以上 
5.光碟機：DVD 燒錄機 
6.軟碟機：晶片讀卡機 
7.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 
8.顯示器：19 吋寬螢幕 
9.還原卡：For Win7 還原卡 

30 部 18,000 540,000

(1) 電子系實驗室：VLSI 教學實驗

室。 
(2) 使用課程：晶片設計實務、系統

晶片(PSOC)、硬體描述語言程式

設計與模擬、超大型積體電路佈

局、FPGA 晶片設計概論等課程

使用。 
(4)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約 8

班，約 320 人次。 

電子系 

80 
觸 控 互 動 設

備 
1.互動式框架 92 吋 (16:9) 
2.機體架構有效觸控區域 92",需搭配電視牆尺吋 1 組 980,000 980,000

支援資訊管理系相關課程，包含企業

資源規劃導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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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使用 
3.框體材質 壓克力 
4.功能/特性 動作原理 光學式感測  (紅外線光源

+ 相機模組接收) 
5.操作物件手指, 筆, 金屬及非金屬等任何物件 
6.介面規格 USB 2.0 (Full speed device) 
7.電源 無需電源線 
8.電源電壓 5V (由 USB 端子供應) 
9.動作時消耗電流 低於 500mA  
10.待機時消耗電流低於 500uA 
11.光學解析度 32,000 x 32,000 pixel 
12.觸控反應性 100PPS (100 點/秒) 
13.環境校正 自動即時環境校正 
14.多點觸控功能 2 指獨立座標 與 3 指中心座標

15.進階編輯程式提供 API 編輯程式供進階應用

軟體開發；並且提供多手指手勢 (放大/縮小/換頁

/旋轉等) 可直接在 Flash 多媒體編輯軟體下開

發多手指手勢應用 
16.多螢幕觸控驅動程式支援多觸控螢幕控制功

能，可串接二台(含)以上觸控螢幕 
17.滑鼠功能驅動程式可定義二隻手指為滑鼠右

鍵或中鍵；以便程式模擬滑鼠作動態事件操作 
18.觸控有效區域可關閉局部觸控區域, 方便程式

開發作特定功能用途 
19.觸控物件大小可判別觸控物件的大小(區分手

指,手掌與拳頭)，作為不同之手勢定義設計之用

20.看圖軟體具備預覽/圖片顯示/各別圖片說明

與全螢幕切換功能 (上/下一頁，上/下一張，圖片

點選，放大縮小，全螢幕 / 操作畫面切換)；所有

滑動動作皆需要有 15 度的操作範圍；並且所有

切換皆由(多點)手勢作成；畫面不可出現任何按鈕

或拉棒來輔助切換動作 
21.環境操作溫度範圍  5℃~35℃ 

企業資源規劃與生產管理、企業資源

規劃與財務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運

籌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銷售配送、

企業資源規劃與系統分析設計、企業

資源規劃與流程管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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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22.溼度範圍 20~80%RH 
23.系統需求處理器 Pentium III 800MHZ 以上 
24.記憶體 256MB 以上 
25.硬碟容量 30MB 空間以上 
26.對應作業系統 Windows2000 SP4 / Windows XP
及 Vista 

81 
8*8 電腦矩陣

選擇器 

1.輸入：8 路 VGA 接頭,具 8 組平衡式音源輸入。

輸出：8 路 VGA 接頭具 8 組平衡式音源輸出。

視訊頻寬：300MHz -3dB。 
2.控制：手動,RS-232 或 RS-485。 
3.電源：100VAC-240VAC 
4.該設備需具國外 FCC 及 CE 認證，以確保品質

穩定及安全。 

1 組 55,000 55,000

支援資訊管理系相關課程，包含企業

資源規劃導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企業資源規劃與生產管理、企業資源

規劃與財務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運

籌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銷售配送、

企業資源規劃與系統分析設計、企業

資源規劃與流程管理等。 

資管系 

82 VGA TO DVI
定頻器 

1.輸入訊號及介面：analog RGB，VGA 
2.輸出訊號及介面：digital+analog RGB，DVI。
3.影像輸入：8 組  RGBHV、RGBS、RGsB、

RsGsBs、component video、S-video、composite 
video。 
4.影像輸出：8 組  RGBHV、RGBS、RGsB、

RsGsBs、component video、S-video、composite 
video。 
5.聲音輸入：8 組立體聲，非平衡式。 
6.聲音輸出：8 組立體聲，平衡式及非平衡式。

7.視訊頻寬：350MHz(含)以上。 
8.頻率響應：20Hz～20KHz，±0.2dB。 
9.同步輸入信號：0.5V to 5.0Vp-p。 
10.同步輸出信號：AGC to TTL：4.0V to 5.0Vp-p。

11.具 RS-232 及 RS-422，可與控制系統主機連線

操控。 

1 組 100,000 100,000

支援資訊管理系相關課程，包含企業

資源規劃導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企業資源規劃與生產管理、企業資源

規劃與財務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運

籌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銷售配送、

企業資源規劃與系統分析設計、企業

資源規劃與流程管理等。 

83 

自 動 控 制 主

機 

1.具 8 組紅外線/串列輸出埠。 
2.具 7 組 RS232/RS422/RS485 埠，傳輸速度可達

115,200。 
3.具 8 組數位輸入輸出埠，可檢知外部短路訊號

1 台 550,000 550,000

支援資訊管理系相關課程，包含企業

資源規劃導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企業資源規劃與生產管理、企業資源

規劃與財務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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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或數位訊號。 
4. 具 8 組 獨 立 常 開 ， 至 少 可 達 750mA ，

28VAC/24VDC 繼電器埠。 
5.前面板具各式控制埠功能 LED 燈指示，以檢視

設備運作狀況。 
6.處理器速度可達 257 MIPS。 
7.具 128 MB 以上記憶體，最大還可擴充至 1GB。

8.處理器上直接提供 True 10/100baseT Ethernet 網

路連結埠。 
9.需含程式軟體撰寫 

籌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銷售配送、

企業資源規劃與系統分析設計、企業

資源規劃與流程管理等。 

84 
5.2 吋無線觸

控銀幕 

1.5.2 吋 26.2 萬色 TFT 主動式觸控寬螢幕。 
2.解析度為 800 x 480。 
3.亮度為 400 cd/m2。 
4.水平方向有±60 度可視角，垂直方向有±40 度可

視角。 
5. 內 建 128MB MOBILE DDRAM 及 128MB 
NADA Flash 記憶體。 
6.電阻薄膜觸控方式。 
7.觸控薄膜與機殼皆為原廠設計製作 
8.內建 802.11b/g 無線網路介面，可與主機作無線

雙向傳輸功能。具雙無線遙控裝置，兼具無線網

路、IR 兩種遙控模式。 
9.內建一 Mini-USB 連接埠 
10.26.2 萬色輸出，支援任何形狀按鍵形式及透明

色。 
11.可設定 BEEP 響聲之次數以利操作使用。 
12.可自行調整畫面之對比及亮度。 
13.可將現在時間及日期顯示於版面上 

1 台 85,000 85,000

支援資訊管理系相關課程，包含企業

資源規劃導論、企業資源規劃實務、

企業資源規劃與生產管理、企業資源

規劃與財務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運

籌管理、企業資源規劃與銷售配送、

企業資源規劃與系統分析設計、企業

資源規劃與流程管理等。 

 
資管系 

 

85 多媒體電腦

1. CPU: Intel 四核心(含)以上 
2. 晶片組:Intel G41(含)以上 
3. RAM:2G(含)以上 
4. 硬碟:500G(含)以上 
5. 光碟機:DVD 燒錄機(含)以上 

18組 30,000 540,000

(1) 配合本系已購置之企業資源規

劃、企業經營模擬、SPSS 統

計、休旅模考系統等應用軟

體，授課之需要。 
(2) 分兩年汰換經營模擬專業教室

企 管系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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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6. 軟碟機:晶片讀卡機(含)以上 
7. 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 
8. 獨立顯示卡 
9. 顯示器:19 吋寬螢幕(含)以上 
10. 還原卡:For Win7 還原卡(含)以上 

電腦設備；99 年已編列汰換 20
部電腦，100 年編列 30 部電腦

汰換。 
(3) 配合課程：商業套裝軟體、應

用商業套裝軟體、進階商業套

裝軟體、管理資訊系統、企業

資源規劃導論、電子商務、中

小企業診斷、經營個案研討、

生產與作業管理、財務管理、

企業研究方法。 
(4) 配合中小企業診斷與行銷中

心。 

86 個人電腦 

1.CPU：Intel 雙核心(含)以上 
2.晶片組：Intel G31(含)以上 
3.RAM：2G(含)以上 
4.硬碟：500G(含)以上 
5.光碟機：DVD 燒錄機 
6.軟碟機：晶片讀卡機 
7.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 
8.顯示器：19 吋寬螢幕 
9.還原卡：For Win7 還原卡 

28 部 18,000 504,000

配合專題與教具製作相關課程，補充

專題與教具製作教室電腦設備之不

足（不足 14 部）-提升學生專題製作

能力及創意教具製作能力。 

幼 保系

87 
營 養 管 家 軟

體 
六大類食物份量標示、快速計算六大類食物份

數、適合減重、教學及衛教的實用軟體 1 組 50,000 50,000

為飲食成分與營養素含量之分析軟

體：可以運用於膳食設計相關課程，

並可以運用於典範計畫之保健養生

產品之營養標示 

88 電腦 

1.CPU：Intel 雙核心(含)以上 
2.晶片組：Intel G31(含)以上 
3.RAM：2G(含)以上 
4.硬碟：500G(含)以上 
5.光碟機：DVD 燒錄機 
6.軟碟機：晶片讀卡機 
7.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 
8.顯示器：19 吋寬螢幕 

1 部 18,000 18,000 為飲食成分與營養素含量之分析軟

體：可以運用於膳食設計相關課程，

並可以運用於典範計畫之保健養生

產品之營養標示電腦 

保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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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9.還原卡：For Win7 還原卡 

89 雷射印表機 

1. 彩色 A4 
2. 600*600DPI 
3. 12PPM 
4. 內建 16MB 記憶體 

1 台 18,000 18,000

為飲食成分與營養素含量之分析軟

體：可以運用於膳食設計相關課程，

並可以運用於典範計畫之保健養生

產品之營養標示列印資料 

90 
可 攜 式 多 功

能 光 度 測 定

儀 

a.可配用測光感應器使用 
b. A/D 解析度: 16 bits 
c.可程式化範圍選項:  
   ±200mV(解析度: 10uV),  
   ±100mV(解析度: 10uV),  
   ±50mV(解析度: 10uV), 
   ±25mV(解析度: 1uV), 
   ±12.5mV(解析度: 1uV), 
   ±12.5mV±6.25mV(解析度: 1uV) 
d.精確度: 0.1% 
e.顯示幕:液晶 LCD, 4 個位數加正負符號 
f.電源: 1.5V AA 鹼性電池 2 顆 
g.記憶容量: 可存 3500 筆以上資料 
h.USB 通信介面含操作軟體另附攜帶盒(含
LM-SS 光度測定儀主機、E20 日輻射計含水平座)

3 台 38,000 114,000

基本教學方面 
普通植物學、景觀設計。 
 
產學研究方面 
景觀規劃設計所需之基地調查、基本

環境資料等研究所需。 

91 
攜 帶 式 簡 易

型氣象站 

a.包含液晶(LCD)顯示幕含按鍵,風向風速計,溫濕

度計含遮蔽罩,傾斗式雨量計 
b.包含液晶(LCD)顯示幕含按鍵,風向風速計,溫濕

度計含遮蔽罩,日射計,紫外線計,傾斗式雨量計 
c.視窗版軟體選項：配合 A 或 B 項使用 
d.可伸縮式氣象用三腳架選項：配合 A 或 B 項使

用 

2 台 100,000 200,000

基本教學方面：景觀生態學、景觀設

計、景觀工程。 
產學研究方面：環境資料之短期、長

期監測植物生長環境所需之調查項

目。 

 

92 
攜 帶 式 溶 氧

度測定儀 

a.量測範圍: DO: 0 – 20 mh / l or ppm TP: 0 - 50℃

b.解析度: DO: 0.01 mg / l or ppm TP: 0.1℃ 
c.精確度: DO: ± 1.5 % FS  TP: ± 0.3℃ 
d.液晶(LCD)顯示 
e.電源: DC 電池 

2 台 47,800 95,600

基本教學方面：水土保持工程、景觀

生態學、景觀植物學、水文學、流體

力學、植栽原理、水資源管理。 
產學研究方面：可提擬水質、土壤

分析之相關性等研究，拓展新工作

景觀系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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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項目。 

93 
可 攜 式 葉 綠

素計 

a.量測樣本: 作物葉片 
b.測範圍: 0 – 50 SPAD 
c.精確度: 1.0 SPAD 
d.液晶(LCD)顯示 
e.記錄容量: 30 筆 
f.電源: DC 電池 

2 台 50,000 100,000

基本教學方面：景觀植物學、普通植

物學。 
產學研究方面：景觀植物之生長監

測、生長活力之研究所需。 

 

94 
土 壤 電 導 度

測定儀 

a.量測範圍: 0–19.99 mS / cm 
b.解析度: 0.01 mS / cm 
c.精確度: 2 % 
d.自動溫度補償 
e.電源: DC 電池 

3 台 40,000 120,000

基本教學方面：土壤學、水土保持工

程。 
產學研究方面：土壤環境之監測調查

所需。 

自籌款 

95 
土 壤 酸 鹼 度

測定儀 

a.量測範圍: 0–14 PH, 土溫: 0 - 100℃ 
b.精確度: ± 0.01 PH ± 1 digit 
c.自動溫度補償範圍: 0 - 100℃ 
d.電源: DC 電池 

2 台 49,000 98,000

基本教學方面：土壤學、水土保持工

程。 
產學研究方面：土壤環境之監測調

查所需。 

96 

遠 紅 外 線 溫

度偵測儀 

a.量測範圍:-32－600℃ 

b.光譜範圍 8-14μm 
c.精確度: 1 % 
d.USB 介面 
e.9v 電池 

2 台 99,000 198,000

基本教學方面：普通植物學、景觀植

物學、土壤學。 
產學研究方面：景觀建築物、植物

之物體溫度量測研究所需。 

景觀系 

 

合   計   2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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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餘款或本校增籌配合款辦理-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儀器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單水槽 

1.外型尺寸:1200*900*850mm  (+5%) 。 
2.面板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圍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4.手工水槽尺寸 780*650*300mm 。 
5.台面崁入不銹鋼盒(尺寸:176*106*100mm) 。
6.台面裝置清潔劑壓頭。 
7.活動底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

沖孔 5*30mm 橢圓孔製造及防物品掉落裝

置。 

1 台 20,000 20,000 增置廚藝示範專業教室設備 

2 麵糰冷凍庫 

1.外型尺寸: 1220*900*2030mm  (+5%) 。 
2.冷凍溫度 0～-18℃。 
3.壓縮機使用歐美進口全閉式無霜氣冷式壓縮

機組。 
4.庫內容量:960L(可放 32 只烤盤)。 
5.電力:220V-1ψ-1100w 以上。 

1 台 80,000 80,000

3 麵糰冷藏庫 

1.外型尺寸: 1220*900*2030mm (+5%) 。 
2.冷藏溫：3~8℃。 
3.壓縮機使用歐美進口全閉式無霜氣冷式壓縮

機組。 
4.庫內容量:960L(可放 32 只烤盤)。 
5.電力:220V-1ψ-600w 以上。 

1 台 80,000 80,000

4 攪 拌 機 置 台 含

麵食工作台 

攪拌機置台 
1.外型尺寸:580*580*500mm±5％ 。 
2.本體使用 sus 304# 2.0mm 不銹鋼板製造。 
3.腳架使用 sus 304# 38*38*1.5mm 不銹鋼方管

製造。 
4.底板使用 sus 304# 1.2 mm 不銹鋼板沖孔

5*30mm 橢圓孔製造。 
麵食工作台 
1.外型尺寸:1800*900*850mm (+5%) 。 
2.台面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層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12 組 38,000 456,000

增置烘焙專業教室設備 

餐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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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4.底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沖孔

5*30mm 橢圓孔製造。 
5.腳管使用 sus 304# 1.5mm ψ1 1/2”不銹鋼管製

造。 

5 單水槽 

1.外型尺寸:900*650*850mm (+5%) 。 
2.面板使用 SUS 304# 1.5mm 不銹鋼板製造.
3.圍板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4.手工水槽尺寸:780*530*300mm。 

12 台 20,000 240,000  

6 瓦斯爐 

1.外型尺寸:470*590*850mm (+5%) 。 
2.本體使用 sus 304# 1.2mm 不銹鋼板製造。 
3.門板使用 sus 304# 1.0mm 不銹鋼板製造採內

外雙層製造，裝置不銹鋼一體成型把手。 
4.門片吸合磁鐵採隱藏式設計。 
5.爐架使用鉎鐵一體成型鑄造並經霧化處理。

6.裝置電子連續點火安全開關及採用高熱效節

能爐頭。 

4 台 21,000 84,000  

7 移動式倉儲架

a.四層鍍鋅粉體存放架*5 台 
1.外型尺寸:1220*610*1900mm±5％ 
2.網架使用 6.3/4.8/3.7mm 中碳鋼丸條製造 
3.腳管使用 ψ1〞圓管製造 
4.腳管每隔 1〞有一道溝槽,使調整範圍加大 
5.網架利 TAB 塑膠片固定於腳管 
6.裝置平衡活動調整腳 
7.柱上須有數字標示刻度,以利調整高度 
8.每層載重 551.16lbs 以上(交貨時檢附證明文

件) 
9.網架外表鍍鋅粉體塗裝 
10.符合 N.S.F 衛生標準國際認證。 
b.存放架活動滑軌組*1 組 
1.滑軌使用 3.5mm 鋁合金ㄧ體成型鑄造,特殊

軌道設計,滑輪永不磨損,兩側裝置防掉落裝

置 
2.滑軌長度 460cm*2 組 

1 組 125,000 125,000

餐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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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3.滑槽使用 2.5mm 鋼板製造,雙邊裝置防撞墊

4.滑槽裝置存放架防脫落插銷組 
5.每支滑槽裝置兩組金屬滾輪 
6.滑槽長度 630mm*5 組 
7.產品須通過 N.S.F.衛生標準國際認證 

8 電能熱水鍋爐

1.規格：120 加侖 
2.尺寸：約 780*1800mm 
2.電壓：AC220V 
3.符合 CNS 國家安全標準。 

1 台 85,000 85,000  

9 製冰機 

1.機器尺寸：762*622*546mm (+5%) 。 
2.產能：450 磅(204 公斤)/日。 
3.冰型：22*22*22mm。 
4.儲冰槽容量:131kg。 

1 台 120,000 120,000  

10 奶油桶車 

1.外型尺寸:900*500*1300mm±5％ 
2.本體使用 sus 304# 30*30*1.5mm 不銹鋼方管

製造。 
3.支架使用 sus 304# 25*25*1.5mm 不銹鋼方管

製造。 
4.傾斜角度須符合人體工學。 

1 台 20,000 20,000  

11 洗手槽組 
1.外型尺寸:350*450*300mm (+5%) 。 
2.整組包含洗手槽/給皂器/紙巾盒 2 台 20,000 40,000

餐廚系 

 

12 
生醫感測 
系統 

1.ARM11 教學平台(含基本模組) 
˙中央處理器 

CPU：核心為 ARM11 
˙記憶體 

SDRAM 記憶體： 128M 
NAND Flash SLC NAND Flash：128MByte 
記憶體的標準配置 
˙網路介面 

1 個 10/100M Ethernet 
˙ USB 介面 

最高支援 480Mbps 高速傳輸 
˙串列埠 

8 套 121,875 975,000

(1) 電子工程系建置生醫感測實驗

室。 
(2) 使用課程：生醫感測相關課程使

用。 
(3) 使用率：每學年使用班級 4 班，

約 160 人次。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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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個 5 線制串列埠，3 個複用串列埠 ( 與

BlueTooth / GPS / GPRS GSM / Touch PAD 
複用)  

˙音效介面 
採用 AC97 的介面晶片，立體聲音效可接

耳機或音箱；支援錄音，可接麥克風 
˙CMOS Sensor 攝影機介面 

130 萬像素(含以上)的 CMOS Sensor 攝

影機，可直接攝影並在液晶螢幕上顯示，

這個擴充介面可連接其他型號的 CMOS 
Sensor 攝影機。 

˙LCD 介面 
相容 3.3V / 5V 供電 LCD 螢幕 
800x480 / 7.0 英寸 TFT 液晶螢幕，附觸

控功能支援 TFT 液晶螢幕 
˙Touch 介面 

個觸控螢幕控制器（四線電阻式） 
˙VGA 介面 

最高輸出解析度為  800＊600 在 RVDS 
之下可達 1024＊768 解析度 

˙TV（NTSC / PAL）介面 
支援 TV Tunet（NTSC 及 PAL），可直接

接各種 AV 介面的 CRT 顯示器 
˙JTAG 介面 

1 個 ARM 標準 20PIN JTAG 介面位於

底板上，可支援核心板單獨除錯，也可透

過底板支援 RVDS3.0 以上版本等除錯 
˙CAN 匯流排介面 

1 個 CAN 匯 流 排 介 面 ， 全 面 支 援

CAN2.0A 和 CAN2.0B 協議 
˙Touch PAD  

1 個筆電觸控板，RS232 介面 
2.生醫模組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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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血壓量測器 
(2)血氧量測器 
(3)心跳圖檢測儀 
(4)脈搏血氧器 
(5)心電圖檢測儀 

3.無線網路模組 
(1)USB Wifi 無線網卡 
(2)內嵌式衛星接收模組 
(3)ZigBee USB Dongle 無線網路模組 
(4)USB 藍芽無線資料傳輸卡   
(5)RFID 射頻 IC 卡讀寫器 

4.網路攝影機 

13 
數 位 訊 號 控 制

實習平台 

一、 機身套件×1 
1. 整合式電路板車身，提供萬向滾珠

輪、高速直流馬達、微控制器模組的

組合 
2. 競技用海綿胎組，與高速直流馬達搭

配，架於 L 型鋁架，組合於電路板車

身上 
3. 萬向滾珠輪，輔助競技海綿胎移動機

身 
二、 高速直流馬達×2 

速度需達 16000rpm，以提供競速所需之

穩 定 高 速 ， 且 馬 達 必 須 含 Encode 及

Decoder 之速度回授功能，以使微控制器

模組可以接收數值並判斷該輸出之出力

大小 
三、 微控制器模組×1 

工業等級微控制器，能儲存程式並控制各

模組的運作，提供 1 組 USB 通訊接口，

可使用開發語言程式，下載控制程式。當

USB 線接上微控制器時，微控制器腳座旁

邊的 LED 將被點亮 

25 套 18,600 465,000 

1. 建構數位邏輯與晶片設計實驗

室、製作教材 2 門。 
2. 預計開設課程 2 門、培訓學生

80 人*2 門共 160 人。 

自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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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四、 整合式電路板車身×1 
整合式電路板車身上有模組控制通道的

接頭，可分別接上 6 線的模組控制通道排

線，用來連接周邊模組。 
五、 重力感測模組×1 

1. 包含動態(如加速移動)與靜態(如地心

引力)加速度，可以偵測曲率的加速度

值 
2. 解析度在 0.001G 以上 

六、 記憶晶片×1 
可提供跑道記憶功能、可記憶提供馬達轉

速，曲率計算、可記憶加速度，離心力

七、 電源供應模組×1 
6V/2200MAH 鎳氫可重覆充電式電池 

八、 簡易型鎳氫充電器×1 
13V/400mA 電池充電器，附轉接頭 

九、 資訊連結傳輸線×1 
USB 介面，連結微型控制器與 PC，讓 PC
程式可下載至微型控制器，也可以進行

Debug 模式的溝通 
機器人附件×1 組(每 25 套數位訊號處理設備

附 1 組機器人附件每組規格如下)： 
1. 開發教學實驗台×4： 

1). 功能要求說明： 
 控制腳座：可插 24/32-pin

（含）以上 DIP 封裝晶片。

 伺服馬達電源可由插銷選

擇。 
 四組（含）以上伺服馬達接

頭。 
 四組（含）以上週邊模組控

制通道。 
2). 微小型程式控制模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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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工業等級 24-pin(16 I/O) （含）以上

微控制器。 
3). 程式語言開發軟體×1： 
4). 系統安裝： 
本系統適用於 IBM 或與其相容的個

人電腦，Windows XP 或以上的版本。

2. 本系統需含軟硬體安裝測試及範

例教學投影片光碟。 

14 多媒體電腦 

1. CPU: Intel 四核心(含)以上 
2. 晶片組:Intel G41(含)以上 
3. RAM:2G(含)以上 
4. 硬碟:500G(含)以上 
5. 光碟機:DVD 燒錄機(含)以上 
6. 軟碟機:晶片讀卡機(含)以上 
7. 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 
8. 獨立顯示卡 
9. 顯示器:19 吋寬螢幕(含)以上 
10. 還原卡:For Win7 還原卡(含)以上 

12組 30,000 360,000

(5) 配合本系已購置之企業資源

規劃、企業經營模擬、SPSS
統計、休旅模考系統等應用軟

體，授課之需要。 
(6) 分兩年汰換經營模擬專業教

室電腦設備；99 年已編列汰

換 20 部電腦，100 年編列 30
部電腦汰換。 

(7) 配合課程：商業套裝軟體、應

用商業套裝軟體、進階商業套

裝軟體、管理資訊系統、企業

資源規劃導論、電子商務、中

小企業診斷、經營個案研討、

生產與作業管理、財務管理、

企業研究方法。 
(8) 配合中小企業診斷與行銷中

心。 

企 管系   

15 繪圖電腦 

CPU:Intel Corei7 含以上同級 
晶片:Intel G41 含以上 
RAM: 2G 含以上同級 
HD:500G 含以上同級 
光碟機:DVD 燒錄機 
還原系統 
顯示器:22 寸螢幕；需防刮。 

10組 35,000 350,000

1.以影視文化創意結合學群之服務

創新為主軸，發揮文化創意特色與

人文關懷服務社會與人群。 
2.配合經濟部「服務業發展綱領及

行動方案」十二大項培育創新專業

人才與六大新興產業政策，發展以

影視為主之文化創意產業。 
3.規劃影視與動畫製作等課程，加

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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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強影視製作之數位製作能力，支援

影視製作模組、動畫製作模組、視

訊後製模組等課程使用。 
4.全面推動實習制度，輔導學生畢

業即就業。 文化創意服務業 

16 
賣 場 經 營 決 策

系 統 (Web 版

60User) 

※店舖經營操作端 
1.開店前規劃準備包含功能如下： 

･系統啟始作業 
･基本資料維護 
･營運計畫 
･開店前各項工作規劃。 

2.開店後營運作業包含功能如下： 
･根據不同的變數設定 
･後台管理系統(每日例行過帳、結帳作業)
･報表分析(報表以 Excel 呈現) 
･EOS 電子訂貨系統 
･店舖營運管理 
･系統功能。 

※環境變數操作端包含功能如下： 
･使用者資料維護 
･促銷變數 
･員工變數 
･賣場相關變數設定 
･學員經營現況分析表 
･商品變數設定 
･相關營業資料設定 
･遊戲相關資料設定 

※教育訓練 
※配合模擬賣場經營決策競賽環境 

1 套 700,000 700,000

此決策系統賣場為培養學生商業脈

動與賣場經營之決策能力，且達到

理論與實務合一為目標。配合之相

關課程為：零售與門市管理、門市

營運計畫管理、賣場陳列與佈置、

門市經營與管理實務等課程。 

行管系  

合   計  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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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資本門經費需求圖書自動化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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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西文圖書 中文圖書 期刊 錄影帶 錄音帶 其他 

單位 

(冊、卷)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v     批 1 2,000,000 2,0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2 v      批 1 500,000 5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3      v 批 1 200,000 200,000 教學與研究 各系所  

合    計 批 3 2,700,000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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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資本門經費需求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規格說明書（＊各項採購單價請參照臺灣銀行聯合採購標準）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含單位)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SIRIUS 聲光

腦波機 

內建 23 個電腦運用程式，可外接 CD、隨身聽、MP3
或音響，搭配不同的音樂使用。整組產品內附有光罩眼

鏡、耳機、3 個 AA 電池之 LED 主機。 
1 台 11,000 11,000 

撥交晨曦社作為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使用。
晨曦社 

 

2 emWave 
HRV 心率儀

*USB 電腦連線軟體：同步波值回饋記錄分析及儲存,
方便快速 
-Real-time pulse wave recording 同步心跳振幅波記錄

-Real-tim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monitoring 同步心跳速

率波值監視記錄 
-Time Axis 時間軸顯示: 5/10/20/30/40/50/60/Auto 
-Heart Rate Axis 心率軸顯示: 2/5/10/15/20/Auto 
-Acumulated Coherence Score, Coherence Ratio, 
Average Heart Rate 
-HRV Power Spectrum 心率頻譜顯示 

*3 self-reinforcing games 同 步 回 饋 遊 戲 記 錄 程 式 : 
Meadow, Rainbow, Balloon 

*Progress Report 進程每次記錄比對:  
-Coherence Level Ratio 
-Average Heart Rate(BPM) 

*Sensor 紅外線脈搏器, 方便舒適 
*標準配備：原版光碟x1 , USB KEY x 1 , 紅外線脈搏

器 x 1 ,中英文操作手冊x 1 

1 組 15,000 15,000 
撥交晨曦社作為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使用。
晨曦社 

 

3 
GSR 膚電生

理回饋儀 

皮電生理回饋儀組(2pc/組) 
*附 Mental Games 電腦遊戲及 ThoughtStream 電腦連線

同步波值記錄分析及儲存軟體 
*皮電 GSR: uMHOs 
*視覺回饋種類： 
 -動態 LED 燈訊 
 -ThoughtStream 電腦連線同步波值記錄分析及儲存 
-Mental Games 腦遊戲電腦軟體 
*Headphone Jack 耳機插座 
*可連接Proteus 解碼主機顯示皮電uMHOs值, 並具聲

光同閃特效 

1 組 12,000 12,000 
撥交晨曦社作為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使用。
晨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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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0 x 7.2 x 2.5 cm 
*標準配件：主機 x 1 , 軟體 x 1 , 耳機 x 1 ,彈性套帶

式電極 x 1, 電腦傳輸線 x 1, AA電池 x 3 , 中英文操

作手冊 x 1 

4 
DVD 放鬆音

響組合 

1.主機功能：1DVD 托盤/ USB 裝置 CD 音樂頡錄

/MP3/WMA/WMV 播放/ DivX/MPEG-4/ASF/JPEG 播

放/FM/AM 電台。主機：165 x 253 x 272 mm  
2.喇叭：165 x 250 x 213mm ;160w 

1 組 14,000 14,000 
撥交晨曦社作為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使用。
晨曦社 

 

5 抒壓椅 

1.皮製/可以調整角度 
2.背部 S 型人體工學設計 
3.筋絡舒展與指壓按摩等手動程式 
4.額定電壓：110V / 60HZ 
5.外型尺寸：(正坐)長 1360X 寬 750X 高 1150(mm)╱(全
傾)長 2000X 寬 750X 高 700(mm) 

1 台 12,000 12,000 
撥交晨曦社作為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使用。
晨曦社 

 

6 
Keyboard 自

動伴奏鍵盤

1.61 鍵(具有力度感應) 
2.最大同時發聲數：128 voices 
3.預設記憶體：音色：896+256 (GM2)+World, 鼓組：

32 + 9 (GM2) + World, 演奏組：128 
4.使用者記憶體：演奏組：128 
5.背景音樂：SMF 歌曲：有、Audio 檔：MP3, WAV, 

AIFF、歌詞顯示：有、自動伴奏節奏變化(Style)：4 前

奏, 4 主段落, 4 尾奏, 6 過門、USB 隨身碟播放器：

SMF(格式 0/1)、Audio 檔(WAV/AIFF/MP3) 
6.編曲機：歌曲編輯：16 軌並具有細部資料編輯 

使用者節奏錄音器：8 軌並具有細部資料編輯 
7.輸出功率：11W + 11W 
8.螢幕：240 x 64 點圖形液晶顯示螢幕 
9.連接端子：輸出端子(L/MONO, R), 外部輸入端子, 2

個耳機端子, MIDI 端子(IN, OUT), 延音踏板, 控制踏

板, USB 端子：COMPUTER (支援 USB MIDI), USB
隨身碟(支援 USB 2.0 高速隨身碟) 

1 組 38,000 38,000 
撥交熱音社節目表演

使用。 熱音社 

 

7 
可 攜 式 混 音

播放系統 

1.8 軌道的 150W+150W STAGEPAS 300 混音器與 10 軌

道的 250W+250W STAGEPAS 500 混音器皆可分離使

用。 
2.STAGEPAS 500 有幻象電源可供電容性麥克風、頻道

1 組 37,000 37,000 
撥交熱音社節目表演

使用。 熱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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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器/限幅器使用。 
3.麥克風/高電平訊號旋鈕在選擇電平輸入時，適用於 1

對 4 的軌道。 
4.STAGEPAS 300 喇叭適用於標準規格的支架。 

8 
專 業 舞 台 燈

光組 

1.LED PAR 64 181 顆 DMX 舞台燈 2 台 
2. 900 瓦遙控型煙霧機 1 台 
3.遙控型泡泡機 1 台 
4.1200 強力雪花機 1 台 
5.575 瓦(8-12 通道)搖頭電腦燈 2 台 
6.12 迴路 20 安培前後級燈光控制器 1 台 
7.電腦控製器 1 台 

1 組 187,000 187,000 
撥交海洋燈光音響社

做為各式表演活動時

使用。 

海洋燈光

音響社 

 

9 輪椅 

鋁合金輪椅 
航空級用鋁合金骨架 
前輪 8”/後輪 24”免充胎 
中置式踏板加腳後跟帶 
靠背可彎折 

2 台 11,000 22,000 

校園地形成長方型，加

強運送上的便利性，可

在 B 棟及 H 棟大樓固

定點放置一部輪椅，方

便緊急處理時之運送。

藍天使救

傷隊 

 

10 
多 功 能 計 時

計分板 

1.尺寸：長 102*寬 75*厚 6(CM) 
2.電源 AC110—240V，2A 
3.主機與控制器採用無線遙控距離 100 公尺(含)以上 
4.腳架 1 組 

2 台 45,000 90,000 
撥 交 籃 球 社 練 習 使

用，並備出借供其他體

育活動使用 
籃球社 

 

11 
單 人 射 擊 防

護 及 電 子 裝

備 

台製 M4A1 全金屬電動槍 
M4A1 專用鐵殼 300 連彈匣 
20C 11.1V 1600mah 鋰聚合物電池 
戰術電筒 
多用途槍管夾具《槍管 8 字環》 
傘兵盔 
Battleaxe 風扇面具 
M-7 MOLLE 戰術背心 
SAR-21 雙連步槍彈匣袋 
FLYYE_豎型雜物包 
警用插扣式 S 外腰帶 
彈夾回收袋 
護具組《護膝、護肘》 
雙槍袋 
變壓器含：鋰聚電池專用分壓充電器 7.4V-11.1V-14.8V 

3 組 24,000 72,000 
撥交生存遊戲社練習

使用，並備出借供其他

體育活動使用 

生存遊戲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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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200 BB 彈測速器 

12 電腦 

1.CPU：Intel 四核心(含)以上 
2.晶片組：Intel G41(含)以上 
3.RAM：2G(含)以上 
4.硬碟：500G(含)以上 
5.光碟機：DVD 燒錄機 
6.軟碟機：晶片讀卡機 
7.電源供應器：250W(含)以上 
8.獨立顯示卡 
9.顯示器：19 吋寬螢幕 
10.還原卡：For Win7 還原卡 

1 組 30,000 30,000 

撥交畢聯會，畢業照

相、畢業典禮活動策劃

及各班網路電子郵件

查詢收發 

畢聯會 

 

合   計   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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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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序 項目名稱 規格 數量 預估單價 預估總價 用途說明  使用單位 備註 

1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實 驗 室 管

理系統 

1. 網路門禁(含讀卡機) 
2. 網路攝影機 

(1). 系統 CPU: Trimedia PNX1300，RAM: 16MB SDRAM，ROM: 4MB 
FLASH ROM 

(2). 鏡頭標準 CS  f=6.0mm, F1.8(可更換) 
3. 磁力鎖含收容箱 
4. 電子秤(含通訊) 

(1). 秤量：600g 
(2). 感量：0.001g 

5. 控制器主機(含網路) 
(1). 6 點 24VDC 數位輸入。 
(2). 4 點(R/T/S)數位輸出。 

6.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主機 
(1). 中央處理器：Intel Pentium Duo-Core E5300 雙核心處理器(2.6GHz)(含

以上) 
(2). 晶片組：Intel G35 高速晶片組； ICH8  
(3). 記憶體：2GB DDR，最大可擴充至 4GB，2 x SO DIMM 

7.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與告警程式。設備為網路模組化，可與既有緊急求救系統

擴充與整合。 

1 套 360,000 360,000
管理毒性化學

物質 總務處  

合   計 1 套 360,000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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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經常門經費需求項目明細表 

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1 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2 (一)獎助教師研究 

1. 依教師個人專長，提出相關研究計畫，結合實務操作，檢驗理論的可行性。 
2. 依「中州技術學院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辦理，補助對象為(1)本校中程發展計畫所衍生之學

院、系所及中心整合之任務型計畫者；(2)去年度提出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案件或其他政府單位之研

究型計畫未獲通過者，並具研究價值者；(3)其他一般個人型研究計畫。 
3. 教師個人申請案經系中心審定，外審後，提校教評會議核定補助金額，於年度結束前完成核銷，並

交繳成果報告，彙整集冊存校、系、圖書館供師生參閱，另於網站中公告、通知及參考。 
4.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究獎勵實施要點」補助產學合作案計畫總經費 10％ 
5. 國科會計畫及政府公務部門專案計畫獎助通過者行政管理費。 
6. 100 年度預定研究為 90 人次。 

3,200,000 技合組 

3 (二)教師研習 
1. 獎勵教師著作、發表論文、外審費用及獎勵等，100 年度預定研習人數為 80 人。 
2.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研習補助實施要點」辦理。 
3. 實施之以提昇教師研究水準與教學品質。 

820,000 技合組 

4 (三)教師進修 

1. 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鼓勵教師利用在職進修、或出國進修，以逐年提昇助理教授以上師資之比

例，100 年度預定教師進修人數為 5 人。 
2. 申請進修教師，視學校經費預算與申請教師人數酌予補助；以三年為原則，國內修讀博士學位者每

學期補助最高新台幣貳萬元整，國外修讀博士學位者每學期補助最高新台幣參萬元整。以部分上班

（課）時間進修之教師，得申請優先排課及每週上課公假時數不得超過八小時（合計一日）。。 

360,000 人事室 

5 (四)教師著作 

1.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學術著作獎勵實施要點」辦理。 

2. 依「中州技術學院教師競賽獎勵實施要點」辦理。 

3. 依「中州技術學院專利申請與維護補助實施要點」辦理。 

4. 100 年度預定著作約為 80 件。 

2,700,000 技合組 

6 (五)教師升等送審 補助教師升等送審之外審學者專家審查費用及升等著作之付梓補助費。 240,000 人事室 

7 (六)改進教學 
1. 重點獎助項目設定在：(1)教師取得國內或國外專利核准證書；(2)教師本人取得乙級證照；(3)教師

輔導學生取得丙級以上證照；(4)教師指導學生參加校外競賽獲獎；(5)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2. 100 年度預定改進教學約為 50 件。 

600,000 技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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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序 項目 內容說明 預估金額 備註 

8 (七)編纂教材 

1. 為鼓勵本校教師編著出版教學相關教材，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及教學品質。 
2. 本校專任教師編著之教材，A 類：具 ISBN 碼且公開發行之自編著作、翻譯書或電子書；B 類：

編纂教材(含實驗或實習手冊)。 
3. 其材料不列入獎助，以上所有教材內容須為自製且實際教學使用。 

320,000 課務組 

9 (八)製作教具 
1. 為鼓勵本校教師製作教學相關教具，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及教學品質。 
2. 本校專任教師製作之教具：自製數位學習教材(含投影片、網頁軟體)、示教板。 
3. 其材料不列入獎助，以上所有教材教具內容須為自製且實際教學使用。 

160,000 課務組 

10 行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 
1. 舉行校內行政人員及相關行政主管業務研習會。 
2. 補助行政人員參與校外業務研習之註冊費及差旅費。 
3. 行政人員進修酌予補助學分費。 

300,000 人事室 

11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 
1. 辦理學生社團活動用設備、場地及設施維修及維護工作。 
2. 鼓勵社團指導教師及學生會幹部參加校外研習費用。 
3. 績優社團教師獎勵。 

300,000 學務處 

12 新聘教師薪資 以增聘助理教授級以上為優先，教師敘薪皆比照公立學校，依規定年資提敘與晉級。 2,600,000 人事室 

13 現有教師薪資 以助理教授級以上為優先，教師敘薪皆比照公立學校，依規定年資提敘與晉級。 0 人事室 

合   計 11,600,000
 

註一：本表請填列所有經常門經費預估項目，含新聘教師薪資、現有教師薪資、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之經費、行政人員業務研習進修、改

善教學之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等項目。若有編列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請另填附表十

之明細表。



 




